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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
請細閱今期的《寧馨集》
，可讓大家知道孩子怎樣以「思、言、起、行」的策略進行學習和遊
戲，遊戲活動誘發他們的內在動機，激發好奇心和學習興趣，為他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另自由
遊戲更提供一個愉快學習的平台，提升幼兒的求知及探索精神、促進他們的創意及表達的能力；也
讓教師更有效的評估幼兒，以回饋校本課程發展。
來年，我們結合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家庭而進行品德培育活動，
校方推行生活體驗、探訪、分享、好行為計劃等活動，請家長們繼續參與學校活動，你們的參與是
我們的動力，我們共同培養好品德的孩子和家庭。
讓我們感謝梁麗瑩姑娘和駱慧玲老師，感謝她們的關愛和教導，祝福她倆身體健康，生活愉
快。同時，歡迎李東惠姑娘的加入，讓家校攜手培育孩子。
郎建安校長謹啟

《歡迎》

《離別》
各位家長，轉眼間，我來到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有一年半
了，雖然與各位相聚及交流的日子短暫，但我的確很喜歡大
家，因為大家對我很寛容，常常帶笑容主動跟我打招呼，讓
我感到溫暖。起初答應來到這裏為大家服務，我是計劃長駐
的，但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我感覺到健康在稍稍倒退，不
時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因此體察到自己需要時間休息及調理
一下身子；加上兩名孩子年紀漸長，黏著母親的日子不多了，
故也希望在他們獨立之前，可以多陪伴及鼓勵他們。繼續留
下作我喜愛的服務，抑或離開以照顧自己及回歸家庭，掙扎
的時間前前後後足有半年之久，最終還是下了離別的決定，
還望大家體諒及包容。祝願大家都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共享快樂的時刻，共渡困難的關口，於人生起跌過後，彼此
相愛更深。

大家好！我是駐校社工李東惠姑
娘，好開心可以加入明愛打鼓嶺幼兒學
校這個大家庭！逢星期二及星期五，我
會來駐校，好希望可以和大家聊聊天，
閒話家常！我平時喜歡看戲，唱歌，近
來熱衷研究育兒方法，看看怎樣可以提
升小朋友的情緒管理能力、社交技巧和
專注力，希望稍後有機會可以跟各位家
長一同分享與交流！
李東惠姑娘

願主耶穌基督與你們同在！
梁麗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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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春天暖洋洋」的學習主題中，兒童嘗試
了不同時節的水果。在一次品嚐水果的活動中，
兒童於柑裡面發現了有果核，因而引起了兒童
對果核的疑問，進而展開了一連的探索活動。
思：啟動好奇和探索精神，引發孩子的疑問

言︰鼓勵兒童發表意見，構思計劃

發現了果核以後，兒童對果核提出了不少疑問：
- 食物都有果核嗎？
能吃嗎?
- 那一類食物有果核？
- 果核能吃嗎？
- 果核有什麼作用？

兒童分別於圖書、網頁、自行探索中找到了果核的特性、
作用，並進行分享活動。
木瓜是有核的!

蘋果有核嗎?

這是核!

起︰起動計劃，部署果核的作用活動

K1 果核

行︰透過探索、觀察、體驗，起動計劃

兒童知道果核的作用後，透過訪問，了解種植的方
法，也創作出其他作用。

最後，兒童實行了種植及其他創意活動。
用龍眼核滾
出了漂亮的
線條。

種植需要泥
土!

要圓圓的核才可以滾
動出漂亮的線條！

嬸嬸說最後要加點水。
小心走，果核
不要掉下！

果核可以貼上畫紙裝飾。

中間一條條的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這樣傳送果核很好玩!

這朵花有香味的嗎?

言：我們搜集
這是什麼花朵?
思：我們看到學校中開了很
有關花朵的資料，
多不同的花朵，發現花朵很
K2【美麗的花朵】 觀察、分享和比較
漂亮，於是一起探索和提問
春天來到，我們看見不同的花朵開了，感到好
奇。於是我們開始觀察
花朵，進行探索學習。
起：起動計劃，
部署分享「美麗的花朵」
行：
起動計劃，
我們一起構思
總結經驗，
標示的內容及
展示成果
繪畫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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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記錄
了校園裏
的花朵。

節瓜的核
可以吃!

核可以種出
更多的食物!

用果核弄了個
小狗的眼睛。

有的葉子變
黃了，有的
葉子變成啡
色。

這是花托，
用來承托花瓣。
我看到每朵
花都有一支
綠色的棒在
下面。
我們向弟弟妹妹
介紹校園中的花
朵。

我們從圖書
中尋找花的
結構。
我們發現百合花的花蕊
是一粒一粒的。

我們一起貼起標示
來提醒小朋友吧！

學校本年度其中一項關注事項目標為「推動從自由遊戲中學習」，我們借助參與教育局到校專業支
援服務，於一整年內發展出校本自由遊戲課程，以加強幼兒在自由遊戲中探索的機會。
現在，教師更能以「幼兒主導」為原則，打破以往「區角」和「教師」的規範，增加幼兒在遊戲中
的探索機會。一年過後，教師學習放下「教」擔，仔細聆聽幼兒在遊戲中的對話及需要，讓他們按自己
的意願進行遊戲。我們喜見幼兒在高自由度下，主動性有所提高，各個範疇發展，包括：創作力、個人
自信、語言表達……也有很大的進步，當中還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表現和他們自創的出奇玩法。

為了打好幼兒學習基礎，老師會按主題設計 N1K1 遊戲室的角落遊戲，希

N1

K1

望幼兒能學習一同遊戲、與人溝通。
幼兒學會群體生活後，他們便能建立朋友關係。另外，我們打破以往「區
角」一份玩具只有單一玩法後，可見兒童的想像力提升。他們亦會習慣向老師、
同伴分享自己作品，所以以說話分享的信心也能提升。

娃娃角

圖工角

枱面
建構玩具角

愛心角

地面
建構玩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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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幼兒自小打好基礎，學會了遊戲技巧、熟悉遊戲材料後，老師便可打破

K3

更多「區角」和「教師」的規範。以下我們會跟大家詳細分享學習的成果。

老師會以整體角度構思
K2K3 遊戲室，配合教學主題的
場景，貫通所有區角。區角變得
沒有單一固定玩法，所有玩法、
玩伴、規則、人數都由幼兒自己
商討和決定。

因 遊戲全由幼兒主
導，所以有時候會出現老
師設計環境時沒有預想
的玩法，幼兒會自己訂下
遊戲目標及嘗試用不同
方法完成，成功萌生出學
習內容。從而發展分析、
推理、判斷和解決問題能
力。

老 師會在遊戲室擺放不同
可塑性高的物料。在沒有特定製
作的產品或方法時，幼兒會按自
己興趣、能力操弄，所以可從中
觀察幼兒的創作力、操作工具能
力、解難能力……

因 打破了區角的規範及在
環境自由的氛圍下，幼兒能自然
把一個區角的知識轉移到另一
個區角，擴闊他們的思維能力。

若 在遊戲過程發生爭執，
以前老師多會出手幫忙調停或
先制止，但現在老師會在安全情
況下不干預他們。幼兒需要學習
自己解決社交的問題、與人相處
的模式。老師在遊戲過後的回饋
時間，會讓雙方幼兒表達當時的
感受，讓老師有空間強化他們待
人接物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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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館、香港文化博物館」親子一日遊
為擴濶兒童的生活經驗，並配合學校的思言起行探

索，我們於 201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舉行了親子旅行活
動。當日我們分別乘坐兩部旅遊巴士，前往科學館遊覽，
兒童可以透過操作展品來發現當中的科學原理，從中體
驗探索和學習科學的樂趣；及後又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
觀，在兒童探知館內，透過 8 個學習遊戲區，兒童漫步
米埔沼澤，深入地底，潛入水中，與鳥兒、昆蟲及海洋生
物做朋友，並與家人一起分享昔日兒時的玩意，和同伴渡
過特別的一天！

K2 聯校親子互動劇
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８９一向致力倡導家庭與學校合作，與家長攜手培育幼兒健康成長，並貫徹

明愛一家的理念，積極推動聯校交流活動，以豐富兒童生活體驗、促進家庭融和關係及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低班小朋友於 6 月 3 日在上水北區大會堂，聯同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及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順
利舉行了新界區聯校親子互動劇，劇場以「童心看世界 II」為主題，以愛出發，宣揚天主愛我們，為我們
創造最美好的東西，讓我們感到歡欣喜樂，並使兒童從小學習感恩與讚美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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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畢業禮
高班小朋友的畢業禮於 7 月 13 日順利舉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粉嶺公立學校余美賢校長、新界東北
區地區經理甄笑梅女士、本校家長教師聯會主席余立仁家長梁嘉莉女士和各位委員、香港明愛教育服務副
部長暨明愛幼兒學校幼稚園校董劉煒堅博士及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總主任梁志堅女士蒞臨擔任
嘉賓。33 位畢業生在表演環節中，藉著以生動有趣既歌劇，把「童心看未來」呢個主題演釋出來，將愛
自己、愛朋友、愛家人的訊息傳開去。現送上畢業禮當天的花絮，與大家一起重溫快樂的片段。
7 隻醒獅為畢業禮揭開序幕

嘉賓與醒獅隊拍照留念

嘉賓頒授畢業證書

我們表演精彩的歌舞

我們畢業了！

６

高班兒童很快便升上小學了，老師、家長和小朋友都有依依
不捨之情，家長還透過「家長心聲」盡訴心中情，令我們深受感
動。借寧馨集與各位家長分享。由於篇幅有限，只輯錄部份，其
他家長心聲未能盡錄，敬請原諒！
溫月淇家長的心聲：
光陰似箭，四年幼兒學習生涯就快完結。在這離別的時侯，有太多太多
不捨，我們家與〈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的緣份，源於淇淇的堂哥和表姐都
在明愛上學，促成這緣份的延續。好感恩認識一班有愛心、盡責、善良的老
師們。回想當初她兩歲零三個月入讀明愛的情景，歷歷在目。當時的她是一
個愛哭，愛發脾氣的小寶寶。首先，好感謝已榮休的周老師包容和呵護，每
天這個寶寶像樹熊那樣在周老師身上，我對妳有滿滿的感激。
特別多謝馬老師付出最大的耐心和愛心，還傳授我如何協助孩子學習的
方法；多得妳與班上老師對淇淇包容和耐心教導，在學習方面嘗試不同的方
法來引導她，使她不斷的進步。
楊婷婷家長的心聲：
時光飛逝，轉眼間婷婷要畢業了，回想起她的幼
稚園生活，感觸良多。
4 年前，婷婷入讀 N 班，記得上學的第一天。
我將她送到學校，她很開心，可當要分別時，即時淚
流滿面，傷心大哭。我很擔心，也有些不捨！但為了
讓她能盡快適應幼稚園的學習生活，我只能趕緊離
開，把她交給老師。好不容易等到放學時間，老師牽
著她的小手來到我面前，我很開心接到她，但更讓我
意外和感動的是老師給的孩子上學了-《觀察記錄》
冊，裡面詳細記錄了婷婷第一天上學的表現，讓我之
前的種種想法都有了答案，心裡也安定了許多。
就這樣，大約過了一個多星期，婷婷上學不哭
了，一個月後她完全適應了幼兒學校的生活。在這一
個月裡，我每一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看《觀察記錄》
冊，因為裡面詳細記錄了她每一天的常規表現和進步
情況。這冊子除了看到婷婷的情況，還讓我看到了老
師的關愛、用心和專業。正因如此，我很放心將婷婷
交給老師們教育。
張悅芝家長的心聲：
四年前，機緣巧合下張悅芝加入了明愛的大家庭，
就讀 N 班。她首天返學時，看著她對一切好奇的眼神，
跟隨著哥哥姐姐排隊飲水的畫面，仍然歷歷在目。
四年來，校園的大型遊樂場、教學設施、健康美
味早午餐及茶點、潔淨環境、高師生比率等，令我很安
心讓她全日在校活動。而老師也很有愛心，對每個小
孩子也有足夠的關注。有時候她情緒有點盲點，慶幸
駐校社工有系統及方法給她疏導，不致令她鑽進牛角
尖，長遠更增強了我們的親子關係，真心感激各位老
師及員工。
另外一個令我感到高興的是學校堅持正常的幼兒
發展，提供合適的活動去啟蒙及學習，包括在家不能
做到的自由遊戲。幾年來有數個活動令我印象至深刻，
包括：去大澳旅行、到堅道明愛舉行聯校親子互動劇
及做小司儀、農曆新年在校及往老人院作醒獅表演等
等，讓芝芝從各項活動中，體驗學術以外的領域。芝芝
快將畢業，希望她能把明愛培養的開朗積極心態，繼
續在小學發揮作用。

葉洛希家長的心聲:
郎校長和各位老師還記得 2018 年 8 月 29
日這天嗎？這天，我想你們忘了，但我不會忘記。
當日一直落着大雨，到四點多鐘左右，天文台發
出黑色暴雨警告！天雨路滑，到處水浸，來往學
校道路嚴重擠塞，我從中午三時多在公司出發，
到學校已經傍晩七時多了，沿途我不時打電話給
學校詢問洛希的情況。
郎校長和各位老師一直堅守在學校裡，陪伴
毎位期待爸媽接回家的小朋友。我是最後一位接
放學的家長，當時你們奉獻精神和專業的態度令
我印象深刻難以忘懷。

余俊熹家長的心聲：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就快兩年了。我們
是插班生，K2 才參加明愛這個大家庭。剛開
始，家人一直十分擔心孩子是否能順利適應新
環境，能否和新同學們相處融洽。讓我放心的
是，孩子很快就適應了幼兒學校的生活。剛開
始，孩子在自理和學習上跟不上，不過得到幼
兒學校老師的適心教導下，慢慢適應了。讓我
感到意外的是，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的所有老
師，姨姨，還有校長對待孩子都十分和藹可親，
她們是出自真心的愛護孩子，從來沒有任何架
子。每次看到孩子在學校帶回來的通告，都能
深深感受校長和老師們，是如何用心的給孩子
們設計課程、活動以及遊戲。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燒烤活動。剛收
到通告後，我還擔心，孩子那麼小，又要去登
山、又要燒烤，可能要準備很多東西，感覺這
次活動一定很艱苦；沒想到活動當日，學校的
安排十分貼心，除了準備好所有燒烤的食物，
連餐具都準備得十分好，既衛生，又環保；學
校怕孩子燒烤熱氣，姨姨還準備了愛心菊花
茶。整天的活動，我們家長輕輕鬆鬆帶著孩子
玩得開心，吃得放心。從這次活動的所有細節，
看出幼兒學校全體上下都用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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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回憶》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又一年了。現在回想起，
原來我在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工作的日子快將踏入第十
年了，記得初入職的時候，還是一個只懂得將學院學到
的知識運用到工作上的老師，但漸漸知道教育小朋友不
是單單用到書本上的知識就夠，反而是需要邊做邊學，
了解每位小朋友的性格、特質，然後再細心與他們相處
才是幫助他們的最佳方法。今年的高班畢業生帶給我的
感覺，是他們每一位都是特別的、可愛的，在任教他們
的兩年時間裡，我們共同經歷了很多的事情，有開心
的、有感動的。當暑假過後，他們就要升上小學了，在
此我祝願每位孩子升上小學後，很快便可以適應小學的
學習，繼續努力，有空便回來探望各位老師。
文結貞老師

《慧玲老師》
「你好，我是駱慧玲。」一直以來，我都以這樣的方式介紹自己。
父母叫我慧玲，期望我有智慧及靈巧靈活，但我並不喜歡自己的中文
名，感覺老土。
踏入幼兒學校的生活，因學校早已有一位駱老師，我被稱作「慧
玲老師」，初時真的好不習慣。曾一度猶豫，學生手冊通訊錄中老師
簽署一欄，我到底要寫下甚麼署名。從我簽署的那一刻開始，我就成
為小朋友和家長眼中的「慧玲老師」。
這五年的時光，收集了太多精彩的時光，有小朋友寫了「給慧玲
老師的母親節卡」，讓我開心了一整天；有小朋友抱著我的肚子，問
我寶寶甚麼時候出生，我真是哭笑不得；小朋友對我說：
「慧玲老師，
我好掛住你，以後我會做乖孩子。」害我差點當眾落淚。我的教學，
堅持恩威並施的原則，我以為我們的關係不夠親密。回想起來，原來
在不知不覺間，得到小朋友的明白和理解，甚至愛護，萬分高興。
另外，我亦感激家長對我的信任，當遇到教育的困難，樂意告訴
老師，讓我提出一些教養的建議，感謝家長的聆聽及回應，願意和老
師合作一起教育小朋友；又有家長跟我分享家庭糾紛，雖然知道老師
的角色未能作出調解，但仍願意盡訴心中情，象徵著彼此間親厚的關
係。
有人說，凡事皆雙向。我的責任感，教育了孩子；孩子的熱情，
陪伴我的教育。家長的信任和認同，成就了我的信心；我的堅持，建
立了我們的關係。
這五年來，手冊上簽上無數個「慧玲老師」
，越簽越熟練，字跡有
如駿馬奔騰，但我相信家長一看便知，這是慧玲老師。我喜歡你們稱
我為「慧玲老師」，很喜歡、非常喜歡！
駱慧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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