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向管教
你做得到」

梁碧珊校長

正向並不代表你不會遇上困難與挑戰；也不是遇到困難時仍要勉強自己表現沒 問題什麼也

是好的，甚至掩飾自己真實的感受。正向的意思是面對問題時的心態，反而要了解與接納自己
的限制，學習如何面對與解決目前的困境，特別在管教孩子一事上，問題天天都多，今天已處
理的問題，不代表不再出現，也許會重複出現或甚至要不斷面對孩子在成長路上的「新」問題
與困惱。

「正向管教你做得到！」，這是因為「唔識唔緊要，但我會學」，這句說話是不分年紀，正是
成長心態與定型心態的分別，我們與孩子一起同步成長吧！孩子是社會的未來，像剛放入土壤
的種子一樣，需要悉心栽種、灌溉施肥，才能健康地茁壯成長，銅幼參加SOWGOOD正向校園-
成長學校計劃。以成長心態教育理念幫助家長達至正向管教，本年度銅幼的關注事項第一個重
點「透過正向管教幫助家長認識幼兒情緒及輔導技巧」，當中包括以下一連串的正向家長教育
講座及計劃，希望家長踴躍抽空參加。

a. SOWGOOD!家長「同步成長」工作坊
-認識與學習自己和孩子的「情緒」
-在生活中如何實踐「正向管教」
-從靜觀開始培養「正向品格」

b. 正向家長SOWGOOD!孩子家長教練課程
希望透過家長工作坊讓家長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學習處理情緒，
從而建立有效且善意的親子溝通，亦藉著親子活動讓家長與孩子
連結一起，建立正向且愉快的經歷及增潤親子關係。

1. 正向家長 2. 正向親子關係 3. 正向孩子 4. 正向收成

c. 香港有品運動「如何識別孩子的情緒警號」家長講座
鼓勵父母擁有情緒健康及正向思維，以正向管教態度來輔導子女的情緒。
-認識孩子出現精神問題的演變過程
-如何減低危險因素並提升保護因素
-當問題出現了，如何應對或修補

d. 心靈階梯「抗逆境‧建親情」家長講座
希望透過講座能舒緩逆境下家庭的壓力與戰、
學習抗逆四式及讓家長了解自己的角色與任務。

e. 每月家校分享祈禱會或家長團契
家校分享祈禱會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進行，
而家長團契一年共有三次，由校長或傳道
同工負責帶領，亦會邀請聖馬利亞堂牧師
參加，內容包括詩歌分享、育兒及教養
訊息，分組討論及祈禱，讓主的愛充滿
每個家庭。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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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期開始，小草苗正式改名為《銅言童語》。很榮幸能夠在創刋號跟大家分享。闊別了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接近六年，能夠再次加入這個大家庭，並且在家教會幹事會再次
擔任主席，作為家長與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樑，我的心情是既興奮，又緊張。興奮，是因為可
以跟一班有心有力為幼兒教育作出貢獻的老師和家長共事。緊張，是因為我這個"表面老手
"(之前做過第七屆及第八屆家教會主席)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新丁，很多事情因着時間的改
變而生疏了。不過，靠着神的恩典，我想信我仍可以勝任的。因為神應許過, "我的恩典是夠
你用的。"(林後12:9)

我的幼子張證希，現就讀於N1班。今年九月初，我和媽媽為他報名參加平衡單車訓練班。
起初我聽見"平衡單車"，第一個反應是: 「什麼來的？」學踏單車不是先用輔助車輪，待學
懂平衡後把輔助車輪拆掉便可以嗎？噢，又一次證明我已經過時了，哈哈!

跟證希學習踏平衡單車的過程中，我都有點得着。證希第一次見到這輛平衡單車，感覺有點
不太喜歡，甚至抗拒。他在兩位外籍教練悉心指導下，從一開始不敢向前行，到現在可以單
獨踏平衡單車越過障礙物。從他的進步，我再次明白到孩子需要的是愛心、耐性和鼓勵。正
向的思想能夠引導孩子開放地去接受新事物，並享受當中學習的過程。還有教練經常叮囑家
長們，不要在孩子身邊緊緊的抱着他們身體，這樣他們是學不懂的。家長們只好放手讓孩子
自己去學習。若孩子將會跌倒時，家長們才站在孩子後面，雙手輕輕的托一托他們腋下，幫
助他們找回那個平衡點。其實，教導孩子也是一樣，我們應該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下，自己
去發掘、探索和學習新事物，而不是每一樣事情都是父母為他們預備。因為，他們的道路已
經掌握在那位永恆的主手中。

從學玩平衡單車開始
家教會主席-張頴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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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橋咀島橋咀洲距離西貢市中心只需十五分鐘船程，是最容易
到達的地質公園景點之一，橋咀洲自然風景迷人，擁有獨特的地
質遺跡，途步橫過沙洲就可以到達橋咀島香港地質公園範圍「連
島沙洲」，到達時需要留意潮退潮漲的時間。
島上的「菠蘿包石」是香港地質公園的「岩石大明星」，本來是
普通的花崗岩巨礫，但經過多種風化作用與海水侵蝕後，表面形
成網狀裂紋，因外貌近似香港的地道美食「菠蘿包」，十分有趣。
橋咀島亦有有泳灘、燒烤場、郊野公園，設施齊全
一天內可欣賞到海岸及岩石奇景、又可漫步輕鬆短途的遠足徑，
還可在海灘暢泳，是親子假日的好去處

好玩意推介
陸超穎主任



高班 專題研習-「餐廳」
高班將於10-11月份進行專題研習—「餐廳」，專題研習是以幼兒為中心，著重

幼兒的興趣、能力及生活經驗，希望幼兒藉著觀察、親身體驗進行探索，以獲取
知識及經驗。老師知道幼兒間中會在放學或假日時外出到餐廳用膳，有時他們也
會主動地向同儕以及老師展示在餐廳獲得的兒童餐小禮物。從幼兒的分享中得悉
班中有家長任職廚師，幼兒不時會分享: 「我爸爸咩都識得煮架。」而在平日活
動中，幼兒亦很喜歡扮演廚師，為別人烹調。故此老師希望藉著「餐廳」此主題，
能與幼兒一起探討不同的餐廳種類、餐具類型、餐桌禮儀等，多角度認識在餐廳
裡工作的人，從而進一步學習不同地方的飲食文化，尊重不同的人，並學習服務
他人。

大部分有生活經驗的幼兒更能主動認出「元氣壽司」、「HUNGRY KOREAN」的
餐牌；在觀察餐牌活動中，有幼兒從越式餐牌中觀察到有串燒、拼盤、春捲，於
是自行推斷出「應該係越南餐廳嚟」；有幼兒未能認出泰國餐廳的餐牌，但表示
菜式餐碟上常常出現不同顏色的花：「好靚，好多顏色，應該係想整靚啲」，發
現到原來有些餐廳是很著重食物的擺盤和美觀度；另外有幼兒起初將米線說成
「粉」，後來他們發現比「粉」粗一點的，所以應該是米線。

另外老師與幼兒共同決定在附近的渣甸街進行大搜查活動，並討論外出觀察和記
錄的重點。在渣甸街大搜查活動中，幼兒對不同餐廳有不同的發現，他們留意到
有些餐廳外張貼了很多食物圖片，讓他們能清楚知道餐廳有甚麼食物；他們亦留
意到有很多茶餐廳的餐牌很近似，而門口附近也會掛上已燒好的雞／鴨／鵝，令
他們感到很新奇。幼兒也發現有些餐廳設有電視，他們猜測是用作吸引客人到店
內進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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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幼兒提議製作「超簡單咖喱飯」，材料只需要咖喱磚、洋蔥、蘿蔔、
馬鈴薯和米。在製作咖喱飯的過程中，起初幼兒對於咖喱磚的味道反應一般，但
當咖喱磚煮熱散發出咖喱的香味後，幼兒就表示很香。另外，幼兒對電飯煲的螢
幕顯示十分感興趣，當由「20:00」突然跳到「05:00」時老師提問為甚麼？幼兒
則表示「無喎！無跳到綠色喎！」於是幼兒與老師一同發現原來差不多煮好時會
倒數5分鐘。當幼兒看到電飯煲出煙又聞到飯香時，他們都表現得十分興奮，因
為他們都知道這代表飯煮熟了。最後，老師協助將咖喱和飯上碟，共同完成了
「超簡單咖喱飯」。

與此同時，老師也邀請了於日式料理餐廳做主廚的家長——綽宏爸爸到校講解和
示範製作簡單的蟹籽壽司。過程中，亦邀請了部分幼兒一起動手製作壽司；同時
幼兒也向綽宏爸爸提問有關他工作上的問題，並且表現投入和專注。

最後，專題的總結活動是請幼兒與家長一起製作親子食物造型，然後由幼兒互相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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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品格遊歷

本品格遊歷是高班幼兒親身到品格館進行的體

驗活動，當中分別有不同的區域，讓他們進入
不一樣的空間經歷。幼兒透過進入當中的房間，
如：水份房間、陽光房間及空氣房間等，從而
發掘、鍛鍊及培育已在他們天賦的正向品格核
心能力。全班幼兒分了四組，進入他們的專屬
房間，並在房間內進行不同的活動。

在過程中，幼兒在房間
透過特定的活動去展現
他們的正向品格核心能
力。例如：在水份房間
中,幼兒需要為果籽慶祝
生日做事前準備。當中
大部分幼兒都能展現創
造力核心能力——檸檬。
另外，陽光房間的主題
大致是透過肢體動作進
行聯想遊戲，大部分幼
兒能專注地按指示做出
相對應的動作，從中幼
兒能展現專注核心能
力——藍莓。
總括而言，在是次的品
格遊歷活動中，幼兒均
很投入活動及樂在其中，
並能展現不同核心能力
的果籽。



本園於29/10/2021舉行了家教

會會員大會，感謝各會員撥冗出
席，當日通過了2021-2022年度
會務報告、財政報告及會章，最
重要的環節當然是頒發委任狀予
各家教會委員，期望本年度在家
校合作下，能為各家長及幼兒帶
來更多豐富的親子活動。
「會員大會」完結後，隨即舉行
由「6A 品格教育」認證講師李
淑珍女士主講的「如何識別孩子
的情緒警號」家長講座，透過這
個講座讓家長認識到孩子出現精
神問題的演變過程，及如何運用
正向的說話及態度，與幼兒進行
溝通，從而了解幼兒的情緒狀況
，避免幼兒因不懂疏導壓力而做
出傷害自己的行為。

2021 -22家教會
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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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的專題研習主題定為 「親親祖父母」，目的為響應11月份的

國際長者日，亦希望幼兒能多瞭解祖父母的生活狀況及感受，從而
加強彼此的溝通，與家中長輩建立更為親密的關係；培養幼兒從小
懂得關心及敬愛長者，由家庭實踐並推廣至社區。活動開始時，幼
兒以小小記者身份訪問了祖父母，得知他們的兒時玩意、興趣和喜
歡的懷舊食物。
是次專題研習提供不同實踐的機會，例如幼兒透過自選活動嘗試玩
(外)祖父母的兒時玩意——踢毽子、利用放大鏡尋找字詞等，他們
更從中訓練專注力呢！另外他們嘗試感受長者視力退化所帶來的感
覺，例如配戴加了保鮮紙的眼鏡進行各項活動。
我們還舉行了不同活動，並邀請幼兒的(外)祖父一起參與，包括家
鄕語體驗日和長幼運動日，由專業的導師帶領幼兒與（外）祖父母
一起做健康操和伸展運動。幼兒還充當小小導師，協助(外)祖父母
做出合適的動作，相信(外)祖父母最享受的是幼兒按摩環節，這個
難能可貴的相處時間場面真的十分溫馨。
我們鼓勵幼兒多親近(外)祖父母，讓他們明白孝親敬長的重要，以
長幼共融方式學習互相包容、體諒和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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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專題研習-

「親親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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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新 生 適 應 校 園 生 活
9月3日是幼兒班新生第一天上學的日子，幼兒雖

然要戴著口罩回園，但老師相信他們都帶著又興
奮又緊張的心情來到校園。新生幼兒在適應期中
參與了不同的活動和遊戲，如創作圖工、操弄學
具、進行音樂遊戲等。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幼
兒漸漸學習到進行活動時要遵守的規則，如排隊
等候、收拾自己的物品等。幼兒特別喜歡「食得
唔食得」的小遊戲，當老師說出不能吃的物件，
幼兒必定會哈哈大笑起來呢！

主 題 教 學 活 動 < < 小 猴 子 長 大 了 > >
幼兒班從10月開始嘗試進行自選學習模式，老師預先告知幼兒今天將會有甚麼角落開放，如拼圖角、學具

角、圖工角、圖書角等，並與幼兒一同規劃接下來打算先到哪個角落進行活動。最後請幼兒聆聽指示，按
每個角落旁的排隊線排隊，才開始進入角落。經過兩個月的時間，幼兒漸漸能掌握到自選學習的模式，並
享受其中。同時亦能從中學會如何與同儕相處，從而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說話能力。
在主題活動，幼兒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等去認識自己的身體。活動中，幼兒會透過遊戲，聆聽不同事物
的聲音，然後辨別出相對的事物；幼兒亦會一邊進行觸感遊戲，一邊學習手的功用。幼兒在遊戲中學習到
不同的知識及口語句子，例如手及腳的功用、如何保護身體不同的部位等。
經過兩個多月的校園生活，幼兒間逐漸地建立友誼，他們學習到如何輪候、如何與同儕分享等等，有時看
到他們在遊玩時亦會指定與哪位同儕一起，老師都感到十分有趣呢！



學前班 適應校園生活

不知不覺，學前班的寶寶們已上學兩個多月了，回想開學初的片段，尤其

是親子適應週過後，他們首度離開父母的懷抱，自行步入課室上課，對於幼
兒來說，的確是人生一大挑戰，所以每天早上校門或學前班課室附近，總會
聽到此起彼落的哭聲，這些都代表著幼兒對自己家人的不捨。但隨著日子一
天一天過去，老師透過不同的遊戲、活動，與幼兒的互動，逐步建立了幼兒
對校園的歸屬感，現在大部分的學前班幼兒，都開始適應與家人分離時的一
刻，開心揮手說說再見，便急不及待入課室內遊戲，他們已逐漸投入校園生
活！

當幼兒逐漸步人適應期後，在園內除了聽聽故事、載歌載舞外，亦開始進行
一些自理練習，如每天上學及放學時間自行撕貼屬於自己的出席表貼，學習
擺放書包到書包櫃、學習排隊、洗手等，到完成早餐、午餐後，他們都正在
學習自行收拾餐具。另外有家長都向老師分享自己的子女，已開始能說出班
中大部分同儕的姓名，老師及家長都感到喜出望外，這是他們建立群體生活
的好開始呢！

在此十分感謝家長在這段開學初期，十分合作與班老師及校方作出溝通，從
家校合作中彼此更深入了解及認識每個幼兒的發展。希望學前班的寶寶能逐
漸適應校園內的學習時間及活動，勇於嘗試不同的挑戰，享受第一年入學的
生活。

N 1秋季旅行
自疫情持續兩年，本年度終於能再次舉辦秋季親子旅行，家長與老師們都感到十分雀躍，未出發，先興奮。

是次學前班的旅行地點為元朗448農莊，一同遠離城市，親親郊外，呼吸大自然清新的空氣。老師與家長、
幼兒都精神奕奕、非常期待的乘坐旅遊巴出發，大家在車上唱著「太陽伯伯」以迎接美好的一天。是次旅
行以集體遊戲作首，家長與幼兒先一同以他們熟悉的音樂熱熱身，他們愉快地在草地上做出不同的動作，
如搖搖頭及擺擺手，每位幼兒都跳得不亦樂乎。熱身過後，便到學前班幼兒最喜愛的彩虹傘遊戲，有家長
的一同參與，大家能在幼兒顯得更投入更享受呢！最後分組扮演不同動物，進行「動物踎踎踎」遊戲，遊
戲難度由淺入深，家長也相當投入參與，放鬆身心，十分盡興！

集體遊戲過後，家長與幼兒一同野餐享用自備的食物，善用場內的不同遊樂設施，如沙池、自製雪糕坊、
七彩長滑梯等，更有幼兒親親小動物，餵飼小羊及巨龜，盡顯愛心一面！

感恩天父賜予我們好天氣，讓我們一班家長和小朋友能在美好的陽光下玩得樂也融融，留下一段美好又珍
貴的回憶。

銅言童語 P.10



高班

古皓雲

吳梓曦

銅言童語P.11

朱喜琳

鄧崇滔

蔡承溱



高班

陳睿揚

盧孝溢
銅言童語P.12

梁凱嵐

李殷然



低班

吳凱曈

胡熙榆

銅言童語P.13

姜靖恒

梁珈睿

鄧霖



謝梓琪
銅言童語P.14

鄭澤弘

低班

鄭慧兒



幼兒班

劉棟霖

銅言童語P.15

陳伽承

梁康瑞

鍾媄喬



幼兒班

李芊

銅言童語P.16

劉偲安

Lexiendrina

合作畫



: 呂一諾
: 胡熙榆
: 黎智夌、Kayden Gurung、楊卓希

:  Lexiendrina Velez 、
劉偲安、郭晞媛

: 鄭澤弘、梁楚楠、
陳學賢、鄧 霖、
馬民熹、李梓浠

: 朱喜琳、陳睿楊

: 歐泓熙、鄧心懿
: 吳嘉琳、鍾媄喬

吳凱曈、林頌劻
: 吳梓曦、李殷然、朱紫綸、
慕容宇翹、梁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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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月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