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心物語

黃珮珊校長

每個父母都愛錫自己的孩子，都希望把最好的留給子女。但
究竟甚麼是最好？財富、知識、技能、態度、健康、道德、
倫理 …… 確實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適逢農曆新年期假留在家中與家人度歲，偶爾看到某電視台
播放劇集「親親我好媽」的花絮預告片，內容涉及城中熱話「嬴在起跑線上」等話題，劇
中的母親都放下溫柔慈祥的面孔，化身張牙舞爪的老虎，為的是讓子女贏在起跑線，替孩
子的未來鋪出一條康莊大道，可見這現象已在香港越見普及。

事實上，為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不少家長從孩子出生的一刻，就抱着「人無我有，
人有我優」的養育大計。即使未能比別的孩子優勝，至少不落後於人。父母設定的起跑線便沒有最早，只
有更早；小朋友要學習的東西亦沒有最多，只有更多。在競爭激烈的教育制度下，香港學生要應付 TSA、
DSE、IELTS 等公開考試，確實是沒完沒了。

既然要跑，那我們應該怎樣才能夠幫助子女贏在這條起跑線上？希臘文明指示了第一步，就是努力去「認
識自己」；中國傳統文化指示了第二步，就是追求「智、仁、勇」。這些抽象的價值和態度看似是遙不可及，
但確是十分重要。德國的幼兒教育講求道德倫理，中國偉大的教學家孔子亦以仁義道德為教學之本，所謂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由此可見，我們要「贏」，非「贏」在各式各樣的訓練班上，而是「贏」在品格上，
孩子有了根本，才能迎接跑道上各種挑戰。給孩子最好的品格教育，也許才是真正的「贏在起跑線上」。

要讓孩子「認識自己」，家庭學習就是第一條重要的鑰匙。對於所有的孩子，家庭是他們最早接觸的地方，
父母的一言一行，均直接影響著孩子的智力和社交發展。父母花時間陪伴子女遠比花金錢重要，亦來得湊
傚。高質的家庭學習源於與子女溫暖的互動關係，有助孩子在愛中建立並認識自己。

只要有父母愛的力量，孩子就有勇氣追求「智、仁、勇」（即智慧、仁義、勇毅），從而發展出孩子的學
習契機：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啟動內在動機，讓孩子在不知不覺間培育出均衡及全人發展，並在他們年
幼時建立出良好的生活習慣。父母亦要鼓勵孩子多表達及多分享，幫助他們在自信中建立能力，從強項出
發，發展潛能。

人生從來都是一場馬拉松，要跑的路其實很多。若想孩子幸福快樂地走畢人生的旅程，
一張亮麗的成績表實為杯水車薪，作用有限。「龜兔賽跑」的故事告訴我們，是否嬴
在起跑線並不能決定孩子的一生，一時的領先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相反，若孩子
能夠像故事中的烏龜一樣，縱然先天不足，但因著一顆勇敢、堅毅的心、認識自己、
懂得面對及解決困難，並以樂觀和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終能排除萬難爬過終點！

每個父母都愛錫自己的孩子，你希望孩子活著是為爭勝，還是樂樂陶陶，茁壯成長呢？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繼續用心灌溉，用愛去滋潤呵護每一顆稚嫩而純真的心靈，讓
我們的孩子健康成長。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校址：新界沙田禾輋邨美和樓

電話：2606 0533

網址：http://www.twghlytkg.edu.hk/

電郵：twkglytm@tungwa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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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及義工家長聖誕聯歡會
學校在十二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家長教師會」
的幹事及委員與家長義工們都積極參與。是次聚餐活動約有
70 多位家長出席，大家聚首一堂，氣氛熱鬧，一同共度了一
個愉快的下午。

家校合作樂融融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2016 至 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已於十二月下
旬順利完成，當日好榮幸邀請到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鄭偉鳳
校長作為典禮嘉賓。各家委委員在鄭校長及黃校長手中接過
委任狀後，正式就任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幹事成員，肩負
起推動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的重任。
新的一年辛苦大家啦 !

「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

鄭偉鳳校長頒發委任狀予家長教師會成員

抽到特別大獎的幸運兒

聖誕禮物大抽獎

家委與義工
大合照

K3

K1

K2

好高興邀請到 K2A 黃柏浠家長擔任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司儀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鄭偉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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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課活動上學期
上學期家長觀課活動已經完滿結束，多謝各位家長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觀課活動。經過統計後
本校約有三份之二的家長出席參與，充分表現家長們對學校及幼兒學習的支持。

問卷調查顯示，約 90% 以上的家長對本校的課程感到滿意，特別是教師的態度及幼兒在課堂
上的學習氣氛，亦感謝家長對本校課程提出的意見，校方將會審慎考慮作出調整，使課程推行
得更完善。

歡迎家長們透過不同的溝通渠道，與校方互相交流回饋，以便向幼兒提供更適切的教學，達致
家校攜手育兒的最終目標。

家長對幼兒在校內課
堂表現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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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自 2004 年起推出了衛生監控體系（ HKQAA- HCS） 認證服務，目的是在推動業界系統
化地進行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健康風險管理。更特別推出為學校而設的學校衛生管理體系（SHMS），以
促進學校的衛生水平。本校亦於本年度參與其中，希望透過參與此計劃，讓校園的衛生狀況更為提高，
確保環境整潔衛生的質素。

教師培訓活動

學校推行措施

學校發展計劃
【學校衛生體系認證】

創造健康衛生學習環境

分組討論推行衛生認證的措施

匯報校本衛生清潔的情況

培訓活動大合照

幼稚園工作安全指引 每天檢視及記錄雪櫃的溫度
確保食物的質素

職工按時段清潔及記錄男女童廁的
衛生狀況 衛生紀錄檢核表

清
潔
用
具
分
類

學校在 11 月下旬安排孫惠琴
主任、陳銘新老師及陳小慧
老師參與有關「學校衛生監
控體系認證計劃」的教師培
訓工作坊，讓大家更了解如
何在校園推行衛生認證的過
程及指標。

由 1 月份開始，校園已全面推行衛生監控措施，提高教職員的健康意識。為了讓
員工更了解各項衛生體制的要求，學校編制了一套具系統化的幼稚園工作安全及
清潔指引供教職員定時定期檢視及巡察校園內的衛生情況，並作出記錄，如：男
女童廁洗手間、教職員洗手間、課室清潔及廚房用具等衛生情況，確保校園的衛
生質素。

優
質

4



課外活動
快樂小蜜蜂

快樂小蜜蜂宣誓典禮於 12 月

2 日順利地舉行，當天邀請了

鄧總監為我們進行宣誓儀式。

我們會謹記小蜜蜂的誓詞：我

答允我的父母、老師、我一定

做得到；我愛我的家人；我喜

愛我的朋友；我愛大自然。

高班小蜜蜂成員

低班小蜜蜂成員

鄧總監為我們帶上領巾

看看我們英姿澟澟的樣子

我們認真地完成每一個交通安全習作，
考取不同的專章

每個小隊員都很認真練習

Stand-at-EASE

我們在父母面前表演隊歌

交通安全隊
幼兒交通安全隊一直向幼兒灌
輸交通安全知識，使他們清楚
了解使用道路時應有的態度及
使用道路的基本常識，從而推
廣至其同儕及家人，使交通安
全常識得以廣泛宣揚。此外，
更可藉此訓練幼兒的領導才能，
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及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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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校園
綠色學校獎

愛食物惜地球「惜食兵團」

本校積極推廣環保訊息，並獲各家長的積極參與及回應，於第十四
屆香港綠色學校獎中榮獲最傑出表現獎（家長對環保活動的參與
性），可見各項環保活動均能妥善推行，並得到各界的肯定及認同。

「惜食兵團」與惜食天使（人形玩偶－米仔）訪
校，宣傳「惜食． 咪嘥」的訊息，並透過問答遊戲，
讓幼兒學習更多珍惜食物的知識。

親子有機種植
為了讓幼兒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生活及探索大自然
的世界，培養他們保護環境及愛護大自然的情操，
本校特舉辦「親子有機種植」活動，培養幼兒及
家長對種植的樂趣，提升幼兒及家長對校內保育活
動的參與度，宣揚愛護大自然及綠化社區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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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校園

校園齊惜福

種植班－玻璃生菜

廚餘機

透過兩次的惜福講座，讓幼兒認識珍惜食物的
重要性，同時讓他們了解剩餘食物到達堆填區
的過程，從而提高幼兒愛護地球的意識。

學校邀請符合有機認證的農夫到校，
教授幼兒如何開田翻土、澆水，之後
再講解廚餘堆肥步驟。幼兒透過親身
體驗種植，明白食物得來不易，要珍
惜食物。

廚餘機是今年學校添置的環保設施，目的是教授幼兒珍惜食物，
認識電動廚餘堆肥機和廚餘桶的用法，學校每天僅有的少量廚
餘放入廚餘機，繼而變成肥料，作親子園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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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以及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學校在主題中加入了不同的戶外
參觀活動，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讓幼兒更投入學習。

配合幼兒班《汽車叭叭叭》主題，老師帶領幼兒參
觀保姆車，觀察其外貌特徵，同時學習安全乘車。

老師帶領低班幼兒到火炭港鐵站參觀，其間邀請到港
鐵職員為幼兒講解車站設施、乘搭港鐵時須注意的事
項和安全守則等等。另外，幼兒亦親身體驗及操作購
買車票的過程，讓他們更確切地認識《交通工具》的
主題。

戶外學習樂趣多

K1

K2

保姆車真的很有趣啊
我們都知道乘車要繫上安全帶

我們在路線圖上找到火炭站了
港鐵哥哥向我們介紹控制室的運作

港鐵哥哥與我們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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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公園

參觀交通安全城

戶外學習樂趣多
配合高班主題《符號世界》，老師和幼兒一同到社區作戶外探索及尋找不同的符號和標誌，
鞏固對標誌意思及用途的認識，從而於日常生活中學以置用。另外，幼兒又參觀了「交通安
全城」，加深對不同交通標誌的認識，學習運用不同的交通設施，養成實踐「道路安全」的
良好意識和習慣。K3

我們留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我們把觀察到的標誌自行繪畫作記錄 我們從不同的標誌中選出適合公園使用的標誌

我們找到標誌了

看！這就是黃波燈

紅燈不許過馬路

我們透過騎三輪車模擬路面駕駛情況，
體驗扮演小司機的樂趣

Madam 曾教導我們交通安全的知識
我們在交通安全城中學習正確使用不

同的道路安全設施，如行人天橋、行

人隧道、觀看黃波燈及斑馬線等

我們學習運用斑馬線安
全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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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非常重視家校合作，為促進家校的溝通，提供親子互動的機會，每年均舉辦不同形
式的親子活動，藉此加強家校彼此之間的信任及了解。本學年的親子旅行日已於 11 月
25 日順利完成，各位家長都忙裏偷閒，與孩子親親大自然，共享天倫之樂。

歡樂滿東華拍攝花絮
本校有幸獲邀參與歡樂滿東華籌款節目的拍攝，為籌款活動略
盡綿力。拍攝當天，幼兒們很早就梳洗整齊，回到學校，並配
合拍攝團隊的指導，順利完成拍攝。是次拍攝片段已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 TVB 歡樂滿東華籌款節目內播出。

校園生活樂繽Fun：親子綠悠遊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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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樂繽Fun

學校特意舉辦親子聖誕慶祝會，
與家長和幼兒分享普天同慶的喜
悅。當天節目內容非常豐富， 每
個幼兒都穿上七彩繽紛的表演服
飾，在台上各展風采，表演精彩
絕倫，可謂傾囊而出。

幸得一班熱心的家長義工協助，
新春攤位遊戲完滿結束。幼兒們
踴躍參與攤位遊戲，玩得不亦樂
乎，同時亦認識到不同的農曆新
年習俗，例如寫揮春、放鞭炮、
舞獅舞龍等，寓學習於遊戲。

聖誕聯歡活動

金雞賀歲迎新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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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驕傲
學校重視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致力以音樂、視覺藝術及舞蹈等元素融
入教學當中，設計出全方位的創意繪本綜合藝術課程；此外，還鼓勵學
生多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發揮他們的美藝潛能。我們的學生於本年度
一如既往，踴躍參與不同的比賽，並獲佳績。

黃以蕎參與「沙田區防火安全推廣計劃幼稚園學生親子填色創作比賽」獲得「優異獎」

畢業生梁芷欣榮獲 2015-2016 年度傑出學生獎

恭喜詹倩虹老師修畢數學文學碩士課程恭喜曾小梅老師修畢幼兒教育

學士學位課程 恭喜陳銘新老師修畢幼兒教育
碩士課程

老師也學習我們擁有一群優良的教師團隊，
一直以愛心和專業的知識教育幼兒。我們都相信學無
止境，只有不斷的進修學習，才能力臻完美，為幼兒締造一個有質素的
學習環境。所以縱然教務繁忙，老師們也抽出晚上的時間進修，自我增
值。於 2016 年學校便有三位老師分別修畢碩士及學士課程，可喜可賀！

本校高班學生參與「2016 英文兒歌歌
唱比賽」獲得「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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