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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語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 園

    小小的夢想能成就大事，能改變世界，更能帶來明天的盼望。
廖恩德紀念幼稚園一直堅信「擁有夢想」的孩子能飛得更高、走
得更遠。試問沒有自信沒有夢想的孩子，會有動力邁向自己的夢
想，努力實踐每個步向夢想的目標嗎？

    事實上，追求夢想的實現並非一朝一夕，是需要付出努力和
堅持，更需要在不斷拼搏的過程中經歷學習，才能不斷進步，不
斷超越。學校作為傳遞教育的平台，除了讓孩子在年幼時就懂得
追尋夢想外，亦要幫助孩子好好裝備，具備不同的能力去勇敢面
對各種挑戰，讓孩子能有自信地面對自己的人生舞臺。

    語文無疑是吸收知識最重要的一環，近至理解品德價值觀，遠至日後的學術學習，都
需要良好的語文基礎。好的語文能力有助理解、分析和表達，它就像建築的基樁，若樁打
得不牢固，像紙般被風一吹便飄飄欲墜的話，即使日後的樓建得再堅固無比，也是枉然。
所以若沒有良好的兩文三語能力，將會行之不遠，存之不久。學校明白孩子充滿好奇心和
喜愛玩樂的特質，為此，特意設計各種形形色色的趣味語文活動，從現實生活中取材，豐
富語文環境，讓他們在自然的環境中熏陶，慢慢建立自信，學習及運用語言與人溝通。

    為了讓我們的孩子多聽多說，學校引入英文故事繪本，希望利用故事，誘發孩子對英
語的興趣，亦藉着閱讀故事，為老師和孩子提供討論及分享意見的機會。學校亦加入普通
話唱遊學習，讓孩子在音樂課節中更廣泛地使用普通話，讓他們以有趣及具意義的方式學
習；學校更鼓勵孩子參加全港中、英、普校際朗誦節，讓他們全方位學習兩文三語，習得
「聽」、「說」、「讀」、「寫」的能力。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擁有獨特的潛能，他們每個人的能力都隨著自身的成長步伐和學
習環境而有所不同，故此，學校特別提倡「遊戲學習」，讓孩子從第一身的經驗中動手做，
建構出新的知識。遊戲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以兒童為中心，明白孩子的個別發展是複習且不
相等的過程，讓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下自主學習，有選擇權，有做決定的機會，不但是訓練
孩子自學和獨立思考的基本條件，更能加強他們的學習興趣。

    遊戲的教育功能是傳統教學模式所不能及的，能盡量發揮多元化的「過程」學習，引
發孩子的內在學習動機；孩子會熱烈參與，過程不是嚴肅的，更非著重學習結果。在遊戲中，
孩子常運用假裝的方式扮演，能超越自身或環境的限制，讓他們在自由的氣氛下體驗新的
事物，透過輕鬆愉快地學習知識、技能及態度，經歷從遊戲
中學習，在學習中遊戲。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抵達夢想的瞬間，而是堅持走在夢
想道路上的過程。廖恩德紀念幼稚園的所有教師不但對教
育認真及充滿熱誠，更為每一個孩子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
會，滿有愛心。學校會繼續致力為孩子提供最理想的環境，
讓他們健康、愉快地成長，更重要的，是為他們締造愉快
的學習園地。

校址：新界沙田禾輋邨美和樓地下  電話：2606 0533 
網址：http://www.twghlytkg.edu.hk  電郵：twkglytm@tungwah.org.hk

2017-18 年度

第一期

中英兼擅夢啟航 遊戲學習樂成長
黃珮珊校長

1



  
  很高興能加入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
稚園擔任普通話老師，在這

短短的兩個月中，深深體會到
同事們親切、友愛及互相幫助的
合作精神。
    更感受到寶貝們對學習普通話的
熱忱，看到他們開開心心地學習，一
天一天的進步成為我每天工作的動力。
每當寶貝們用普通話跟老師打招呼，
或聽到他們唱著普通話歌，都令我感
到特別的感動和欣慰。期望寶貝們能
持續保持對普通話的
學習態度及喜愛，
讓我們一起努
力 向 前 走，
加油！

    I   am   o r i g i n a l l y   f r om 
England but I  lived in Brazil for 
10 years and in Hong Kong for 

9 years now.
    I  love  languages and  I can speak 
several apart  from English,  I  can also 
speak Spanish and Portuguese.  I have 
studied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I am also a parent and I have been 
bringing my daughter  in Hong Kong so 
I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is English 
on a daily  life  in Hong Kong.  I make my 
lessons  fun and engaging  to keep  the 
students excited about learning English.
I   have  be ing  a   teacher 
for many  years  and  I  am 
passionate about  teaching 
ch i ld ren   and   see   the i r 
development.

主任心語

英文老師
葉芯螢老師

普通話老師

曾小梅主任

    很榮幸今年成為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的主任，每天
看到一張張可愛的臉孔跟我說聲：「曾主任早晨、曾主任午
安！」都讓我充滿力量，面對每天不同的挑戰。
    回想起初入職時遇到的考驗，讓我明白到，我們應把小
朋友視作我們的朋友，因為每一位幼兒都是獨一無二的，要
教育他們，就先要了解他們。除了讓小朋友學習到豐富的知

識外，他們能以歡樂和積極的態度學習，懂得感恩和珍惜身邊的事物亦是十分
重要的。同時我亦希望幼兒能學會樂觀、關懷、尊重和信任，為美好的將來打
好基礎。學校會讓幼兒因著自己的能力及需要發展潛能，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學
習機會，建立不同的展示平台，為未來的社會培育人材。
    展望在往後的日子，小朋友能在愛與關懷中茁壯成長。

Ms. 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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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早晨！」每天早
上聽到小朋友進入課室時跟
老師精精神神地打招呼，真
難想像他們只上學一個多月。一個月前的
哇哇大哭已變成每天的燦爛笑容，看到小
朋友逐漸適應學校生活，老師心感欣慰，
希望他們都能在愛與關懷下茁壯成長。
    每當老師聽到小朋友說：「老師，我
好鍾意你啊！」都會特別感動，因為老師
明白到愛不是單向給予，而是雙向的，小
朋友感受到老師的愛，才會對陌生的環境
增加安全感，愉快學習。 期望小朋友都能
在充滿愛和歡樂的環境下學習，每天都快
快樂樂地上學。

    有一天，老師透過講述有關友愛行為的故
事，讓幼兒從中明白友愛是能與同伴分享物件和
鼓勵對方。在生日會時，老師發現一位幼兒不肯
食食物盒裡的蛋糕，於是老師便溫柔地告訴他：
「我明白你唔鍾意食，不過我哋唔可以浪費食物
架。」幼兒聽到後搖搖頭，說：「老師，因為我媽咪
好鍾意食，我想留返畀媽咪、同佢分享呀！」雖然這
只是一句簡單的說話，但知道小朋友每天都在學習吸
收，並能在生活中實行出來，實在令老師感到非常鼓
舞。希望每位小朋友除了在知識方面有長進，品德方
面亦得到好好的培育，具備積極樂觀、自信互愛、勇
於承擔的性格，接受未來的挑戰。

    一天早上，小朋友走進課室，放下書包，然後跟
老師說：「老師，媽咪話我大個仔啦，下年唔會讀東
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會升上小學，咁你會唔會
同我一齊讀小學㗎 !」
    轉眼間，高班的小朋友即將完成三年的幼稚園學
習，準備迎接新的生活，新的挑戰。回想這三年裏，
老師每天跟小朋友一起，有時候小朋友會有些小狀
況，令我們很懊惱，有時候他們的童言童語又會令我
們哭笑不得，天真無邪的純真更帶給我們很多的歡
樂，我們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臨別在即，難免
依依不捨。所以，老師會克盡己能，讓小朋友好好裝
備自己，成為一個個懂得關愛、有禮貌、勇敢獨立、
樂觀的人，以迎接未來各色各樣的挑戰。

童言師語
K1

K2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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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致晴

鄒鈺成

歐展融

張子軒

我的驕傲
畢業生卓越成就

    學校一直培育學生發展多元智能，達至全面
均衡的發展。各位學生畢業後都秉承著這個精
神，不論在學術、音樂、舞蹈、體育等方面都有
優異的成績、足證我們的同學兼備多方才華，可
喜可賀！

就讀路德會梁鉅
鏐小學
榮獲全級第一名
品學兼優獎

就讀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榮獲全班第一名
學業優異獎
國際舞蹈教師協會拉丁舞比
賽金獎

黃鉦浠
就讀沙田崇真學校
榮獲小天才 2017 競賽一叮冠
軍

劉縕樺

就讀沙田崇真學校
榮獲第十一屆團隊盃
標準舞及拉丁舞
青少年雙人倫巴冠軍
青少年單人倫巴冠軍
第九屆區際舞蹈藝術
家大賽
倫巴舞組及喳喳舞組
甲等級獎

何灝滔

就讀培基小學
榮獲男子 6嵗
4x50 捷泳冠軍
三年級親子競技比賽
冠軍
三年級男子一百米跑步季軍
三年級男子擲豆袋季軍

就讀呂明才小學
榮獲操行獎
第五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比
賽優異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晉級賽一等獎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總決賽三等獎

就讀沙田圍胡素貞小學
榮獲全班第三名

歐展霖

就讀呂明才小學
榮獲第五屆亞太傑出青少年鋼琴
比賽第二名
第 69 屆香港校際音樂朗誦節鋼
琴獨奏比賽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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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學校傑出表現獎
    本校一向重視環保教育，每年均向幼兒、家長
及教師推廣保育及減廢的環保概念，並身體力行，
實踐環保生活及探索大自然世界，從中提升幼兒、
家長及教師的環保意識，培養他們保護環境及愛護
大自然的情操。學校於 2016-2017 年參加了由環境
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局主辦的香港綠色
學校獎，經過幼兒、家長及教職員一年的努力下，
本校榮獲傑出表現綠色學校獎 ( 環保管理 )，實在
可喜可賀。

校園齊惜福金獎

我的驕傲

    本校於 2016-2017 年
參與了校園齊惜福活動並
榮獲「齊惜福金獎」，是
次計劃目的是透過講座、
工作坊及參觀惜福廚房，
讓幼兒建立綠色飲食文
化，明白減少廚餘和珍惜
食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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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慧小蘑菇

    為配合校內推行的情緒品德教
育課程，本年度特意引入《情緒智
慧小蘑菇》的教材。當中，小朋友
每天都可以透過教材中的故事、兒
歌及小遊戲來認識不同的情緒表現
及舒發的方式。就以九月份為例，
小朋友分別學習了愉快、友愛及欣
賞的情緒品德。學校亦十分榮幸，
邀請到《情緒智慧小蘑菇》的教材
創辨人，康先生及康太太親臨本校
進行觀課及與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讓老師在推行的過程中更得心應手。

體能
看！小朋友把豆袋拋得多遠

看一看，小朋友多厲害

跳跳跳，跳到啦

小朋友學習單
腳跳的動作

小朋友向小磨菇手偶分享心事
與同伴分享「友愛」的經驗

可愛的小磨菇每天也向幼兒說故事

小朋友透過書本的
口語句

式學習與同伴分享
感受

小朋友擁抱同伴，表達友愛

情緒小蘑菇的作者    康生、
康太到訪學校進行觀課

教育局校本支援

小朋友正在學習「雙腳在
直線兩側行進跳」的動作

    本年度學校參與了「教
育局 - 幼稚園校本支援 - 內
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
劃」。計劃中，內地教師 -
張廣惠來到學校與老師進行
有關體能活動的交流，並透
過與老師共同備課、評課、
研習等方法，加強幼兒於體
能發展上的能力，深入地認
識與學習不同的基礎技能，
如跑、跳、投擲、平衡、爬、
滾等。

張老師與本校老師分享

開會及進行備課

品德教育

學校
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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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9月9日舉辦第一次的家長教師會議，家
長反應熱烈，十分踴躍支持。本會成立的宗旨是增
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加強溝通和合作，讓家
長和老師成為良好的伙伴，關心學生的成長和需要，
共同提高教育質素。家教會成立以來，一直深得家
長支持，本年度就有104位家長加入家教會的大家
庭，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與家長一同商討學校的事
務，並增加學校的透明度，充份發揮家校伙伴合作
的精神。本校又設有「廖恩德家長義工小組」，邀
請家長擔任義工，協助教師製作教具、釘裝通告小
冊子及協助帶隊戶外參觀等等，家長除了可以加深
了解學校的運作，亦可藉著這個機會，與其他家長
多作交流，一舉兩得。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理事成員名單

2017-2018年度家長教師會理事成員

家長大使迎新日

職位 當選

顧問 黃珮珊校長

主席 K3A  劉文韜家長
K2A  張弘諾家長

副主席 曾小梅主任

秘書 K3A  廖昶雅家長
K3B  俞巧昕家長

康樂
K1C  陳駿霆家長
K2B  林嘉偉家長
K3B  翟子淇家長

幼兒班
聯絡人

K1  潘詠麗老師
K1B  鄺卓琳家長
K1A  周祉霖家長

低班
聯絡人

K2  陳耀敏老師
K2A  陳建旭家長
K2C  曾婷婷家長

高班
聯絡人

K3   林  靜老師
K3A  黎綺晴家長
K3C  葉沚浩家長

家長義工協助老師製作教材
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創設幼
兒未來教育的路向。

衷心歡迎你們參與本校的『家長
教師會』及『義工家長小組』！

家長義工教導小朋友製作冰皮月餅

第一次家長教師會會議親子圖書義工小組

家校合作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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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也會幫忙做家務 

繪本樂

小朋友嘗試做出開心的樣子

今日爸爸媽媽來到學校，一齊分享成果展

小朋友也會自行穿衣

小朋友也會像猴子大笑

小朋友為成果展的表演作準備

    繪本故事對於 K1 的幼兒是良好
的學習教材及引起學習興趣的渠道。
有見及此，老師們挑選一本故事主
角與「我們」年齡相約的繪本故事
書，讓他們以模仿的方式來學習，
從而激發其自主自發性學習的能力。

K1

小朋友生氣樣子真可愛

爸媽欣賞小朋友學習時的相片

小朋友也會與同伴合作玩遊戲

小朋友也會唱呀唱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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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繪本故事《創意帽子屋》以創作帽子適合
不同動物配戴為故事內容主線，讓幼兒了解
動物有不同的特徵及習性，同時讓幼兒認識不
同類型的帽子。研習的過程中，幼兒十分喜愛
分享不同的帽子，而且會戴上它們作角色扮
演。最後，於繪本成果展中，更以「創意帽子
CATWALK SHOW」作主題，發揮創意，戴著
自己喜愛的帽子進行表演。

台下的小朋友都很欣賞同伴的表演

小朋友為帽子填上不同的顏色

小朋友為動物加添特別的帽子

小朋友戴上不同的帽子

媽媽和爸爸來參與大家的 CATWALK SHOW

小朋友創作了獨一無二的帽子

小朋友發現帽子有不同的功用

小朋友專心地創作自己的帽子

小朋友戴上漂亮的帽子準備走 CATWALK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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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故事繪本『超神奇糖果鋪』的教學內容有趣，
所訂定的多項遊戲活動，讓幼兒獲得親身探索的機
會。透過故事朗讀提升幼兒的語文能力 - 聽、說、讀、
寫，啟發他們的多元智能，並發展他們的九種共通

能力，從而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讓他們學會學習，掌握學校以外
的終身技能。
    《超神奇糖果鋪》故事以發展幼兒的解決問題能力及語文能力
為主線，並會透過活動發展幼兒的研習、運用資訊科技、創作力和
運算等共通能力。故事極具特色，是一個可愛有趣又充滿想像力的

故事，小豬來到森林裡的「超神奇糖果鋪」，老闆狸貓大叔賣
的糖果可不是一般的糖果，吃了之後會發生神奇的事呢！例如
「神奇大力糖」、「神奇獅吼糖」、「神奇隱形糖」，還有一
種糖果竟然能讓小豬變成大野狼！故事生動有趣。

小朋友一同分享製作成果

小朋友用心創作便條，
邀請各

家長參與「糖百府」成果
展

課室設置和故事繪本相關的學習
角落，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 小朋友在小人國內觀光

小朋友扮演吃了神奇隱
形糖後，穿上「隱形
衣」後變了隱形的情景

小朋友模仿吃了神奇大
力糖後能舉起大石頭

為籌備成果展，一
同合作創作海報

家長參與成果展，共同品嚐神奇美食

感謝各位家長專誠到訪，鼎力支持

家長和 小朋友 在別出心裁的「甜
蜜拍攝區」拿著有趣的道具留倩影

小朋友透過科
學遊戲製作「神
奇隱形啫喱糖」

小朋友參與戲劇遊戲，
進入了小人國睡覺

大家一起穿上神奇戰衣參加「武林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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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致力推動

環保，培育小朋友
愛心，透過不同的活動
和綠色課程教育他們實
踐綠色生活。故此，各班
老師和小朋友都在學期初
時，利用環保物料，合
力創作環保海報，承
諾愛護地球，珍

惜資源。

校園生活樂繽

FUN

秋天模擬活動

環保海報設計

小朋友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環保海報

小朋友承諾珍惜資源愛護地球

家長欣賞小朋友合力製作的海報

    重陽節又到了，意味著秋天
也悄悄地來臨了。學校特意舉辦
模擬活動，讓小朋友走出課室，
與朋友一起模擬到郊外郊遊、燒
烤、玩樂，親身感受秋天的氣色。
小朋友都十分投入於活動當中，
和 朋 友 仔
說說笑笑，
亦 寓 學 習
於 娛 樂，
愉 快 地 度
過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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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是小朋友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故此，學校十分重視藝術教育，
並將繪本教學融入藝術活動當中，拓展幼兒
的創意思維，進一步統整其學習內容和強化
語文表達能力，以達致全人發展。老師每個
月都會選擇合適的藝術家及其創作特色向幼
兒介紹；及後再作美學示範，幼兒根據已掌
握的創造技巧，加以想象力，把藝術家風格
融入自己的創作中，發揮創意，成為小小藝
術家。

童是藝術家

小朋友十分認真地繪畫圖畫

小朋友搓出不同的小球作裝飾

小朋友正在為小動物
創作開心的遊戲情境

小朋友專心地與老師共
同欣賞藝術家的作品

小朋友運用水彩來印
出小昆蟲的模樣

小朋友選擇自己最喜愛的小動
物剪影來進行拓印活動

幼兒班藝術日：
艾瑞卡爾的小昆蟲

小朋友正在為帽子黏上
不同顏色的輕黏土

小朋友共同創作半立體輕黏土糖果屋

幼兒彼此欣賞，分享成果
幼兒運用輕黏土製作「丹

麥條」像真度真高呢！

小朋友都自信滿滿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 很有滿足感呢 !

低班藝術日：
溫美紅 - 百變造型帽子

高班藝術日：Svitlana Postlega
半立體輕黏土糖果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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