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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 

  

承蒙天主帶領，踏入 2022 年，我們迎來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創校 55

週年紀念。感恩家長一直與我們同行，一起培育孩子成為有愛心、會主動學

習及有領導潛能的人。 

除了重視愛德培育外，我們學校擁有地利優勢，由 2007 年起，善用園

林校舍環境開展校本環境教育課程，成為綠色學校，鼓勵兒童探索精神。我

們深信透過參與、實踐和觀察為主的環境教育課程，可以讓孩子： 

1) 有機會直接與大自然接觸，並鼓勵他們觀察大自然景物； 

2) 透過認識學校周遭的環境，建立其歸屬感及了解環保的重要性； 

3) 觀察和欣賞大自然的美麗，以及認識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4) 培養對環境的興趣及建立正確的態度。 

所以在這 15 年間，我們一直推行實踐和承傳經驗。但近年因疫情令學

習模式出現了新常態，我們用正向的態度與時並進，面對這項新挑戰，在新

常態下，在推行環境教育時加入不同「新元素」，利用資訊科技去展開與孩

子的探索體驗活動、親子遊戲、家校社區合作活動…… 

期待未來我們能繼續與各位家長同行！ 

尊重孩子，孕育愛心、啟發創意、發展潛能！ 

歡迎各位追蹤及關注我們為慶祝學校創校 55 週年而新增設的各個網

上社交平台。期待與大家分享更多孩子的校園日常玩樂、探索、發現、創

作的花絮，及增加與各位互動的機會，希望大家喜歡。 

黃傲謙校長謹啟 

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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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兒童到後花園欣賞秋天的景象。

兒童發現地上有落葉，並拾起樹葉看。於是，

老師與兒童一起收集地上的樹葉，也請兒童

與家人收集在家附近見到的樹葉，並帶回來

分享。 

 

兒童運用觸覺、嗅覺及聽覺去

認識樹葉。他們發現樹葉有種

香香的氣味，有些樹葉摸起來

滑滑的，有些粗糙的。當踏在

已乾枯的樹葉時，他們會聽到

有「啵啵」的聲音，但踏在新

鮮的樹葉上是沒有的。 

樹葉探索 

在律動期間，他們化

身成一片片的樹葉，

一邊唱「秋風吹」兒

歌，一邊模仿黃葉掉

在地下。兒童還利用

樹葉創作不同的圖

工，如﹕樹葉形狀的

拓印畫及親子樹葉創

作拼貼畫。 

兒童到後花園收集地上

的樹葉，他們發現樹葉

有不同的形狀，並將樹

葉收集起來。 

 

兒童分享自己在假期與家人會進行的活動時，很多兒童分享了喜歡到公園玩

「吹泡泡」。分享期間他們十分雀躍，更有人說「泡泡」像我們平日玩的籃球一樣

是圓形的，亦有兒童說「不是，不一樣，泡泡會破的，籃球不會」。因此引起了兒

童對「球」不同的興趣及疑問，所以老師決定與兒童一起展開對「球」的探索。 

「思言起行」 

探索活動- 

好玩的球 

思：啟動好奇和探索精神，引發孩子的疑問 

兒童對「球」提出了不少疑問： 

-球的質感是怎樣? 

-我們可以怎樣玩球？ 

-我們可以和誰一起玩球？ 

-我們可以在哪裡玩球? 

 

 

言︰鼓勵兒童發表意見，構思計劃 

兒童在自行探索「球」的過程中，發現了球不同的質

感、大小、玩法等，並向老師和同伴進行分享。 

 

起︰起動計劃，部署實現的活動 

兒童在玩「氣球傘」時，發現「氣球傘」對於他們來說

很大，他們玩得不方便。於是開始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

氣球傘。 

行︰起動起來，透過探索、觀察、體驗 

兒童除了一起設計「氣球傘」外，還運用麵粉和氣球製

作「麵粉球」送給爸爸媽媽。另外，我們還與爸爸媽媽

一起改寫兒歌，並將收集到的兒歌紙製作成一本冊子。

2 

我將麵粉放
入氣球內。 

這本兒歌冊子內有

我創作的兒歌。 

我們在氣球傘

上蓋手印。 

氣球傘 

完成了。 

這個球是可以黏

貼在板上的。 

這個球表面有毛的。 

K1 

各班老師在「秋天天氣涼」的學習主

題內，都因着兒童不同的興趣及疑問，進

行了一連串的探索活動，一起去看看兒童

學習的歷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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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了解秋天的天氣特徵時，有人說﹕「我看見了

風。」有人立即說﹕「風是看不見的。」老師看見兒童對風

都有不同的定義，就與他們一起去探索「風」是怎樣。 

 

 

兒童認識了秋天的天氣特徵後，知道天氣開始轉涼，我們要

添衣服保暖。兒童發現外套很適合秋天穿著，因為外套容易因應

天氣的變化而穿或脫，因此也引起了兒童對外套的好奇。 

思：啟動好奇和探索精神，引發孩子的疑問 

兒童對「風」提出了不少疑問： 

- 風是有味道、可觸摸的嗎？ 

- 怎樣知道有風？ 

- 風可以用來做什麼？ 

- 哪兒有風？ 

- 風有壞處嗎？ 

 

言︰鼓勵兒童發表意見，構思計劃 

兒童在探索中發現了風的形態、出處、用途及帶來

的影響。 

 

起︰起動計劃，部署實現的活動 

兒童發現了風可以有不同的小玩意，他們決定製造

一些利用風去玩的玩具與校內其他兒童一起玩。 

行︰起動起來，透過探索、觀察、體驗 

兒童舉行了一個遊戲日與校內其他兒童一同進行風的

小遊戲，並創作了兩首關於風的用途及壞處的兒歌。

思：啟動好奇和探索精神，引發孩子的疑問 

兒童透過觀察及新聞分享，對外套產生了不少疑問： 

- 什麼是外套？ 

- 大家的外套是什麼樣子的？ 

- 外套有什麼用？ 

- 天氣轉涼，那麼多人需要衣服， 

我們可以怎樣做？ 

言︰鼓勵兒童發表意見，構思計劃 

兒童透過訪問、觀察、討論，知道了外套的定義、物料及

提議以捐贈衣服幫助有需要的人。 

 

起︰起動計劃，部署實現的活動 

兒童知道了外套的外形特徵後，分享自己最愛的外

套，也測試不同物料的功能及製作海報向各班宣傳

舊衣回收的訊息。 

 

行︰透過探索、觀察、體驗，起動計劃 

最後，兒童穿起自己最愛的外套作小小模特兒，製成

雜誌向人展示，也創作了兒歌宣揚外套的功能及把舊

衣帶回校收集後進行回收。 

我們可以鬥大風
令小船移動。 

風是摸
不到。 

我用風扇吹
乾毛巾。 

我看到風。 

風有聲音的。 

我選玩紙飛機。 

我們一起玩
氣球傘。 

我們自製環
保小船。 

很擔心他們沒有足
夠的衣物過冬。 

我們讓大家一起進
行舊衣回收吧！ 

洗水標籤顯示這件
外套有棉的成份！ 

拍下回去和小
朋友分享！ 

牛仔布不防
水但耐磨。 

舊衣回收既環
保，又可幫助
有需要的人！ 

風褸既防水，
也防風！ 

這是爸爸的
舊外套。 

K2 

K3 

「思言起行」 

探索活動- 

風 

「思言起行」 

探索活動- 

外套 

我教你撥
出風。 

這件衣服沒有鈕
扣，是外套嗎？ 



 

  

4 

為了迎接虎年的來臨，幼兒學校在疫情下亦鼓勵家長陪伴孩子，透過創作賀年吊飾、虎年揮春及

參與一年一度的「虎年親子環保創作比賽」，齊來感受節日的氣氛。此外，學校設立了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兩個頻道，首次讓大家進行網上投票，選出得奬作品，並透過頻道呈獻教職員賀年影片，

與大家高高興興過新年。為配合疫情安排，幼兒學校於 2 月 12 日(星期六)在網絡上進行「喜氣洋洋

賀新春」親子活動。當日各班老師悉心安排了不同環節，例如︰唱賀年歌、觀看不同國家的新年文化

影片及進行有趣的親子遊戲，跟家中的孩子和家長一同慶祝農曆新年的來臨，我們十分感謝大家的

熱烈參與，老師亦將所有作品輯錄成短片，在當天播放及放在網上頻道，讓大家細心欣賞。 

N1班 

K2班 

K1班 
K3班 

喜氣洋洋賀新春 

虎年親子廢物創作 

虎年賀年吊飾及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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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已有接近兩年時間未能正常回校上課，動手操作的機會較以往減少。

為配合本學年學校關注事項「透過多元化探究活動，加強兒童語言及表達能力」，除了為兒童設計在校的

多元化探究活動外，亦希望能與家長攜手合作。透過派發小手作物料，支援家長在家與子女進行簡單實

驗和多元化探究活動。而兒童在探索過程中，能促進他們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及培養求知精神、樂於學

習和探索。 

N1 

K1 

K2 K3 

我和爸爸一起

進行探索。 

 

我把畫的圖案

投影出來了。 

 

我做了一個

風車。 

 

呼~呼~呼~ 

我看到不同

的圖案。 

 
敲打出聲音可以

令毛絨球跳動。 

空氣可以吹動

物件。 

拼砌後就可以做物

件反射的實驗。 

 

我知道了血液在心

臟是怎樣運行的。 

 



 

  

6 

本校一向致力提倡家庭與學校緊密協作，希望藉著舉辨多元化的家校合作活動，能與家長一同攜

手培育幼兒成長。而本年度的家校合作包括了以下六大範疇：親職教育、輔助子女在家學習、家庭與

學校溝通、參與義務工作、參與及支持學校決策和社區協作。 

在 2021 年 11 月的時候已展開第一階段的家校合作活動。同時，本校的第十五屆家長教師聯會亦

已順利成立，在此感謝各位家長的踴躍參加。 

輔助子女在家學習 

提供學習包讓家長可陪兒童

在家也得以學習。 

參與義務工作 

感謝家長發揮個人所長 

，協助老師製作教具。 

社區協作 

感謝家長與兒童一起捐

贈物資，關愛他人。 

參與及支持學校決策 

感謝家長參與家長教師聯

會，一同商討及決策。 

親職教育 

「愛德喜」品格優勢教育

家長小組，讓家長認識兒

童控制情緒的方法。 

家庭與學校溝通 

老師定期透過電話及家長

懇談了解家長的需要。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聯會委員如下： 

 

主  席: 楊秀梅女士 

副主席: 陳芷筠老師  

文  書: 文結貞老師、蘇善婷老師 

司  庫: 方碧娣女士、曾家敏老師 

總  務: 鄭美琴女士、曹玉珊女士 

康  樂: 郭熙鈴女士、韋弘念女士 

委  員: 張偉賢女士、鄭美珍女士、 

劉海姣女士、陳新華先生、 

陳小紅女士、黎佩如女士、 

楊  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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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情緒的主人》 

情緒是與生俱來的，幼兒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學習如何調節情緒，用恰當的方式來表達。另外，現

今家長管教子女時，無論自己和孩子都會面對許多情緒及壓力的挑戰，情緒管理對幼兒及家長也十分

重要。有見及此，本校駐校社工已於上學期舉辦合適的活動，以配合幼兒及家長的需要。 

本年度上學期，為讓學生學習辨識不同的情緒及情緒調節的方法，駐校社工已為 K1 的學生舉辦

「情緒小主人」幼兒活動。透過簡單講解、遊戲互動、繪本故事等，學生能了解自己有不同的感受、

學習表達自己的情緒及恰當的情緒調節方法。 

此外，駐校社工於 2021 年 12 月已舉辦「愛德喜」品格優勢教育家長小組，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

及簡介二十四個品格優勢，加強家長協助孩子管理情緒的能力，在日常生活實踐管理情緒的方法，並

學習品格優勢的運用。參加的家長均認為活動效果良好，對於自己的品格優勢有更多瞭解，亦學習到

由「情緒」出發教導子女，親子關係變得更親密，參加者亦認為「愛德喜」的教材(動畫及手偶)很生動

及令子女更加容易明白。根據問卷統計顯示，參加者對品格優勢的運用情況均得到明顯的提升，而親

職壓力也大大減少了。 

既然情緒是與生俱來的，我們不能夠控制情緒的出現，但只要我們能運用恰當的方法，我們絕對

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情緒，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駐校社工 陳淑清姑娘 



 

《探索之旅》 

   「人生就是一場探索之旅」，人生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探索和經歷，就是因為探索，我們的人生才變得刺激、

精采！經歷不同的階段都有不同的探索，例如：在小學時對知識上的探索與追求；在中學時這階段會自我探

索，尋找自我；在大學階段時會於獨立生活及不同的關係及責任上探索；而變為成人後的探索階段更是精彩，

職涯探索、爸爸媽媽角色探索、在管理不同事物上的探索等等。 

人生要經歷如此多的探索，所以我們多麼希望兒童在幼兒階段就學會探索。探索是一種精神，是發自內

心的，在過程中能夠自我滿足、有成就感。所以我們希望兒童們熱愛探索，從小的階段就培養他們不同的品

格，例如：「好奇心」是對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喜歡探索和發掘新事物；「洞察力」是以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事物，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愛學習」是喜歡學習新事物；「判斷力」則以批判思維及多角度思考了解問題；

以及「創造力」是發揮創意去生活，並思考到不同的方法去面對及解決困難，以致熱愛探索的精神一生受用。 

本年度學校以不同形式的家校協作活動，培養兒童的探索精神，例如：「小手作及資源套」、「思言起行」

歷程探索活動及以探索為主題的親子遊戲。兒童在家學習期間，家長需要時刻問問自己：「我們著重的是結果

還是過程？」、「我們為兒童提供的是答案還是建議？」、「我們是限制了兒童的想像還是為他們創設條件？」、

「我們是批評還是討論？」，希望我們的答案都是後者！ 

曾家敏老師 

 

《喜愛探索》 

在疫情持續之下，小朋友多了時間留在家中，能接觸人與事的機會都減少了，他們的探索機會好像也

隨之而減少。不過，只要我們見到兒童的興趣，探索機會就會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學習知識有很多方法，而探索就是兒童去認識世界、發掘及建構新知識的其中之一的方法。對於身處

幼稚園階段的兒童，有親身探索不同事物的機會及體驗，更容易在過程中習得不同的知識，留下深刻印象，

對他們日後的學習有所幫助。在我們的幼兒學校中，兒童的知識就在探索中習得的。 

對於兒童來說，探索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能力，他們能在自己喜愛、有興趣的事物中探索，大大增加他

們學習的動機。對在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我會選擇讓他們自由去探索身邊的事與物，2 歲的兒童也不例

外！由課堂上的學習，或到前花園進行活動，他們都會找到探索的機會。他們靠視覺去探索自己臉上五官

的位置、親身嘗試不同的物品、觀察環境去認識社區周圍的事情等等。從他們不同的探索活動中，我發現

他們的好奇心增多了，主動嘗試未知的事物，享受探索的過程。我也享受與他們一起探索四周的時光！從

他們身上，你會看到他們對探索的熱衷，對探索的喜愛、對探索的好奇！就讓我們和兒童一起進入探索的

歷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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