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及主耶穌的降生，本園於18-12-2021(六)舉行了「二十五周年

校慶—童來玩STEM迎聖誕」開放日，當日除了安排了K1-K3豐富的表演節目，本園更

聘請了Prister Academy到園帶領不同的Stem遊戲活動，讓幼兒一同享受科學探索的樂趣。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當日豐富好玩的活動啦！

活動當日，相信家長一入校園便看到無論是校長、主任、老師、工友都穿上與幼兒一樣

的二十五周年校慶紀念T-shirt及口罩，我們都十分合襯。活動以家長最期待的幼兒表演

打開序幕，K1幼兒又跳又唱，勁歌熱舞唱出《super wonderful》及《jingle bell》。K2

幼兒則表演節奏樂，小朋友都甚有節奏感，最後還一同誦唱《Happy birthday Jesus》，

一同慶賀主耶穌的降生，感謝主的恩手在這25年來一直的保守與看顧。K3幼兒更精彩，

由小司儀作介紹，同唱《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並以動感熱舞唱出《喜樂河

流》，家長們都給予幼兒熱烈的掌聲，欣賞他們認真的演出，當日還有很多舊生同來聚

聚，一起細說從前、一起拍照留念，謝謝每位到來的畢業生沒有忘記銅幼，銅幼也一樣

把你們留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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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周年校慶 :

「童來玩 迎聖誕」STEM



當日不同的課室安排了各式各樣的STEM遊戲

活動，大家仍記得高班課室的三個好玩的遊戲

嘛！有「動腦筋，齊模仿（TUBLOCK）」，

TUBLOCK是源自日本的管道積木，TUBLOCK

的意思是引發無限創意，當日請了小朋友抽任

務咭後，猜猜圖中物件，發揮想像力和創意，

用tublock把物件拼砌出來。看到小朋友當日都

很有創意，與爸爸媽媽合作，拼砌出不同的物

件，甚具創意呢！

包括認識高音及回彈力的遊戲，高音遊

戲讓幼兒透過搖動橡筋，探索空氣振動

時發出聲音，當日小朋友都在好奇地嘗

試晃動橡筋，聆聽發出的聲音，工作人

員更引導幼兒透過晃動橡筋簡單彈奏出

一句ABC song，部份幼兒挑戰成功都十

分開心！而回彈力遊戲都很受幼兒歡迎，

他們會反覆測試不同高度滾動小球的變

化，小朋友亦會仔細觀察，希望能把小

球撞到紙板時能回彈得更高。

位於學前班的課室，讓小朋友透過小遊戲

做做運動及考考他們手眼肢體協調能力的

地方，小朋友可以挑戰不同任務，好似為

左保護森林的香蕉，小朋友需把投影上的

猴子踩走，小朋友需追著猴子跳來跳去，

另一個切水果遊戲，幼兒須把投影上的水

果用腳掃一掃把水果切開，還有一個打地

鼠遊戲，小朋友須用腳踩走地鼠，看到幼

兒玩得十分緊張投入，有些幼兒更玩到汗

流浹背，十分有趣！

「動腦筋 齊模仿（TUBLOCK）」

「動手做，齊探險」

「互動投影遊戲」





大肌肉室當日除了變身為舞台，讓幼兒表演，更變身為「聖誕場景

攝影區」，台上佈置了主耶穌在馬槽降生的聖境，讓幼兒明白聖誕

節的意義是記念主耶穌的誕生，當日家長和小朋友都輪流打咭拍照

留念，大家都拍下不少家庭照及大合照，留下了美好的一刻。

而大肌肉室的另一旁，我們特別為N1及K1班小朋友而設的「Messy

Christmas」，讓小朋友一齊Messy play，當日我們預備了不同種類、

質感及味道的物料，如木塊、樹枝、意粉、西芹、紅蘿蔔、麥皮、

透明積木等放在會轉顏色的燈箱內，讓小朋友可以盡情感官探索，

在無規限無束縛的情況下探索，小朋友更有好奇心，主動去探索，

小朋友不停地將不同物料翻來倒去，過程中十分享受呢！

十分感謝各位家長幼兒的參與及支持，讓我們的二十五周年校慶在

天父的引領下、在各位的歡笑中圓滿結束。



從前的我是一個「港女」, 生了小朋友的我

變成一個「港媽」。以前職場上的我很Chur，因工作性質關係，

處理時間亦頗長，就算懷有第二胎時，每天回家只有10分鐘給我大兒子，

都會堅持陪伴他講睡前故事，即是自己仍未更衣吃晚飯；而週末就全部時間

用來親子，風雨不改。生了小兒子的一年後，我還升職了，自己身體卻響起

警號，捱不了，唯有離開職場，勉強當上了全職媽媽。 當時有段時期心裏經常

有一種矛盾，自我價值的質疑及批判，說到底不太接納自己。與此同時，

我兩個兒子都有特殊學習需要問題，我開始思考人生，重整自己。

當上全職媽媽或許是合適的時機，我要在黃金階段好好扶助他們。

往後的日子我就忙著面見不同專業人士，出入大口環，研究這方面的知識，

陪伴他們上訓練。當然經歷了不少辛酸，感到氣餒及失望，幸好梁校長

及老師們給予我很多鼓勵及支援，慢慢地正向果籽在我心裡萌生了，

更有了成長心態，認真學習做全職媽媽！

《當我變成全職媽媽》
- 鄭壹元媽媽



疫情期間，我曾經有八個月

沒有工人姐姐的空窗期。我處理所有家務，

由地獄廚神變成一小時內可以煮好飯餸（認識我的朋友們

都知我從小不用做家務，不懂做菜），一對二做功課，訓練

及陪玩。我難以相信自己真的做到！那刻，我愛上了當全職媽媽！

作為全職媽媽，也要有一個平衡，我放開了一直耿耿於懷的罪惡感，

我們也該有休息時間。我在銅幼認識了一些媽媽，相知相遇，

相約一起吃早餐，暢所欲言，互相扶持；後來還一起減壓往

興趣班，互相感染及學習。我們更伸延到各自的子女，大家一起

租 solo office，做親子和諧粉彩畫及滴膠飾物。

若不是近來疫情趨向嚴重，我們還會一起夾份做新年攤檔呢！

我很喜歡一句「離開，就是為了回來」， 離開了職場，

也可以開拓未來的無限，走更好的路！

共勉之！



上次跟大家分享父母在照顧小朋友的同時，也需要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擁

有自我的 「Me time」。我通常會把握Me time來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或者學

習一些新的事物。

過往參加過很多不同的課程和工作坊，教導家長怎樣改善親子關係，最常聽到導

師們提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先處理好父母自己的情緒才去面對孩子的情緒。孩

子天生對大人的情緒變化十分靈敏，他們的會依據大人的情緒而作出不同的回應。

我想和大家分享兩個活動 - 靜觀和遊戲治療。

靜觀，即有意識地、不加任何批判和靜靜地覺察自己當下一刻的想法、情緒變化

和身體感受。透過靜觀練習，能提升我們的專注力，以及情緒和行為管理能力等。

而當中兒童靜觀可以讓3歲以上的幼兒開始嘗試。通過不同的體驗和探索遊戲，

引導孩子一邊玩一邊進行靜觀。過程中孩子或會經歷到一些否定自我或恐懼的感

覺，家長可從旁用正向說話幫助他們面對自己的想法。

《越玩越愛》- 王洛弦媽媽



我曾和孩子在家玩了不同的靜觀活動，例如：1）讓孩子蒙著眼睛，透過

五感去認識一種他們未吃過的水果；2）和女兒用了6分鐘觀察一粒朱古力；

3）或者讓他們閉上眼睛躺在床上，同時把專注放在我手上的物件停留在他

們身邊哪個位置；4）用故事帶領孩子化身為動物在森林裏探險等。我的孩

子很喜歡這些小活動，感覺很有趣。

以下為大家介紹2個靜觀小遊戲，讓家長嘗試和孩子一起體驗靜觀活動。這

些小遊戲的設計者是程衞強先生，他是兒童靜觀課程Mindfulkids的創辦人。

遊戲治療，分為「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和「指導式遊戲治療」。今次跟大家

分享的是「兒童為本遊戲治療」，適合3-11歲的孩子和父母玩。玩遊戲本是

孩子與生俱來的能力，家長和孩子一起玩遊戲的過程中，可了解孩子的内心

世界和需要，讓他們感到被尊重、包容和接納。在父母的陪伴下玩遊戲，有

助孩子穩定情緒、建立安全感，也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自我控制能力，同

時也促進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安全依附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和孩子約定一個時段進行「特別遊戲時間」，這是有別於平

日的遊玩時間。家長在家中找一個角落擺放5種不同類別的玩具，然後請孩

子進入這角落。在環境和玩具安全的情況下，讓孩子做主導去決定玩什麼？

怎樣玩？家長聽從孩子的指示參與其中，同時口述孩子當刻的動作、感受和

期望。讓孩子感到父母願意和他/她同在，明白他/她的想法。



單元主題：熱騰騰香噴噴
在愉快的聖誕假期後，學前班的幼兒也陸續回園一起上學及參與不同的活動。雖然假期過後，

有些幼兒會出現不習慣而情緒不穩，但靠着老師的陪伴，幼兒們都很快便能夠收拾心情，

再次適應校園生活。幼兒亦逐漸融入學前班的日程，享受於不同的角落中進行不同的分組活動。

在主題課堂時，從前較為被動的幼兒都漸見踴躍地表達自己。老師透過活動教學，

以不同的遊戲與幼兒進行互動。當老師在分享主題故事時，老師以神秘袋方式，

拿出了不同的食物圖片，幼兒天生喜愛遊戲，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他們都能夠既興奮又積極地舉手回答出不同的食物名稱，如雞蛋，蕃茄和肉。

可惜，因疫情緣故，教育局於一月中宣布暫停面授課堂。雖然在這段日子中，幼兒不能與老師進行

面授活動，但是本園仍堅持着「停課不停學」的精神，老師憑着過往經驗，隨機應變，於互聯網上

與幼兒以Google Meet進行實時視像學習活動。在停課的兩星期中，透過Google Meet，老師與幼兒一

起進行了不同遊戲活動，包括故事分享、主題活動及數學活動等。老師會計劃多元化的遊戲活動讓

幼兒一同進行，例如，為了加強幼兒的形狀概念，以老師入戲的方式，

與幼兒一同揀選了屬於三角形的物品，藉以提升他們的數學概念及語言表達能力。

學前班



老師透過Google Meet與幼兒及家長一同進行了節慶活動——農曆新年親子慶祝會，

家長悉心為幼兒穿上漂亮的華服，並為大家送上祝福說話。當晚老師亦與幼兒一同進

行遊戲《賀年食品齊Bingo》及《新年fing揮春》。幼兒都十分投入當晚的活動，他們

的觀察力很強，大家都能留心聆聽及觀察老師所展示的賀年食品，然後於Bingo遊戲咭

上找出相應的食物。大家都十分期待在食物連成一線後，然後開咪高峰，說出一句

「bingo!」。在運用完觀察力後，當然也不少得一起動動我們的身體吧！幼兒在《新

年fing揮春》的活動中都十分落力地擺動身體，以脫掉身上的小揮春。在短短的一小

時中，大家都充滿着滿足的笑聲，感受到濃濃的新年氣氛。

盼望大家都能於疫情中保持身心健康，期待疫情減退後，老師能再次於幼稚園內與各

位學前班的小寶寶見面呢！

農曆新年親子慶祝會學前班



全園聖誕慶祝會
本園於12月22日舉辦了全園聖誕慶祝活動。

當天幼兒均穿上顏色鮮艷的便服及配帶了一些充滿聖誕氣氛

的飾物，為聖誕節點綴了不少節日氣氛。我們一同舉行聖誕節兒童

崇拜，透過分享故事《三棵樹的夢想》、唱詩歌和玩遊戲，幼兒更

認識主耶穌的恩典、明白聖誕節的意義是為了慶祝主耶穌出生於世

上，藉此學習懷著喜樂、平安及感恩的心。各班幼兒最期待的活動

就是全園聖誕禮物大抽獎的環節，被抽中的幸運兒表現興奮及驚喜，

紛紛跑出課室走到校務處選取自己心儀的玩具。最後，全園幼兒都

獲送一份精美的聖誕禮物，大家都滿載而歸！



來到十二月的節日主題「聖誕節」，老師為幼兒準備了不少體驗活動，

讓幼兒從多感官探索中提升學習的動機及好奇心。幼兒運用聖誕彩帶、

聖誕波、星星等掛飾與同儕合作裝飾聖誕樹，從而感受聖誕節蒞臨的氣

氛。透過角色扮演，幼兒在園內化身小天使，並走到不同課室去宣告主

耶穌出生的喜訊。在探索人造雪的過程中，幼兒除了觀察白色的人造雪

與水混合的過程及其後的變化外，還能用觸覺感受其軟綿綿、涼颼颼的

感覺。為增加幼兒的生活經驗，老師於課堂裡與幼兒一起搓麵粉糰，並

運用不同形狀的餅模去製作薑餅人、聖誕樹、聖誕花等不同形態的作品，

最後幼兒更在作品上放上五光十色的閃片作點綴。在圖工活動中，幼兒

能繪畫簡單線條、點印顏料及黏貼不同的圖工物料去創作了聖誕樹、聖

誕水晶球及薑餅人。在音樂活動中，幼兒更排練了兩首歌曲-《Jingle

Bell》 和《Super Wonderful 》的舞蹈，期待在校慶25周年開放日當中

表演給家長觀看。整個主題都充滿聖誕節的氣氛和色彩，讓幼兒更能認

識節日的文化及意義，在生活中歡度節日。

單元活動「聖誕節」



低班的爸爸媽媽可能經常都聽到幼兒提及「Miss Ka Ka」，大家

都會好奇這個名字究竟是哪一位老師呢？這是周老師？還是黎老師？

原來這個名字是屬於低班外聘音樂老師「Miss Erica」，逢隔週的

星期三她便會與低班幼兒進行音樂活動。

Miss Erica會配合低班課程來設計音樂活動，音樂內容多元化，包

括聆聽活動、唱歌、節奏、律動、操弄樂器等等，每一節課堂的活

動內容豐富，幼兒都很享受每一個活動呢！當主題是《小象鼻子長》

的時候，老師開始時會以故事引入，幼兒學習控制自己的聲線，用

溫柔的歌聲向象爸爸和象媽媽打招呼；透過音樂律動來模仿小象到

河邊喝水，幼兒要留心聆聽音樂，當老師彈奏到某一段歌曲時，幼

兒需伸長鼻子喝水。另外，老師為了讓幼兒欣賞音樂，她會彈奏三

段不同音色的樂曲，然後請他們聆聽到較低音歌曲時扮演大象爺爺

散步，最高音歌曲時扮演小象妹妹輕快跳舞的姿態及動作；當聽到

第三段不同音色樂曲時，幼兒需要扮演小象弟弟活躍走路的動態等，

藉此能提升他們欣賞樂曲的能力及信心。

此外，Miss Erica亦會配合主題來教導幼兒唱歌，以專題研習《親

親祖父母》為例子，老師會教導幼兒唱童謠《月光光》，幼兒除了

跟隨老師按節奏唱出歌詞外，他們還透過音樂遊戲來感受歌曲的旋

律。老師邀請他們兩人一組，大家手持絲巾；老師會把一隻動物手

指偶放進絲巾裡，就如一位嬰兒睡在床上，幼兒一邊聆聽樂曲，一

邊合作搖晃睡床。當音樂完結時，看看幼兒能否哄嬰兒睡著。幼兒

都很投入參與音樂活動，他們除了能認識歌曲外，也能與同儕互動，

促進其群性的發展。

幼兒真的很喜歡參與「Miss Erica」的音樂活動，藉著故事使幼兒

投入活動中，以創新及靈活的手法，使幼兒能在良好的氣氛下互相

學習，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呢！

低班音樂活動（外聘導師）



高班 -戶外體能活動

高班老師能與幼兒於12月10日在公理堂舉行戶外體能活動，

感激家長義工的協助，於當日協助維持秩序，讓流程可以

順利進行。幼兒首先與老師進行不同的熱身伸展動作，然

後分為４組進行不同的競技遊戲，如：「奧運傳聖火」—

—利用報紙棒滾球、「跳遠小高手」——袋鼠跳遊戲；也

有幼兒之間的互動，如：鏡子遊戲。當中幼兒有很多合作

的機會，也學會了輪候以及鼓勵支持同儕完成遊戲，體現

到專注力、堅毅以及連結力的良好品格。幼兒和家長義工

都樂在其中，家長義工都笑言自己也做了很多運動呢！



Let's join our

雖然疫情反覆而再次需要暫停面授課程，各班仍與家長和幼兒舉行親

子線上新年慶祝會，而高班則率先在1月24號當晚舉行。高班老師於是

次線上慶祝會中，先帶領幼兒運用不同樂器或會發聲的物件伴奏唱出

《新春快樂》，氣氛不錯呢。老師亦播放了已剪輯的「專題研習新年

活動花絮」，讓家長可與幼兒一同簡單回顧及欣賞幼兒在課堂以及實

時視像學習活動中的表現。此外，老師事前已為幼兒準備了圖工和遊

戲物資包，並在線上與幼兒一起進行親子「新春摺紙」，摺出具個人

特色的小老虎。之後老師與幼兒一起投入參與幾個小遊戲，如：

「Fing揮春」、「猜猜畫畫祝賀語」等，幼兒都十分落力參與，師生

都渡過了一個愉快、喜慶的晚上。願農曆新年過後，幼兒能很快回到

校園，也願眾人平安，身體健康，大喜大利，恩典滿滿！

高班親子線上新年慶祝會



全園
火警演習

本園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每半年進行一次全園火警演習，

本年度上學期之火警演習於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進行，

目的是讓本園教職員及幼兒了解當發生火警時，應採用安

全的逃生方法，到達安全的地方。火警演習當日，教職員

及幼兒聽到火警鐘聲響起，幼兒能聽從老師的指示，各教

職員亦以迅速的步伐，依照走火路線圖的指示，帶領幼兒

逃離起火地點。火警演習期間，各教職員引領幼兒在膠鏈

範圍內，在10分鐘的時間內，迅速地及有秩序地按照逃生

路線，安全地到達集合地點，是次火警演習大致順利。



為了向幼兒推廣綠化意識、培養幼兒

對種植的興趣及對社區的關懷，本園

今年再次參加了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

辦的「一人一花計劃(2021/22)」，是

次種植的主題花為「三色堇」，而三

色堇花苗已於十月份派發予幼兒回家

栽種，讓植物健康地成長，一起享受

種植的樂趣。

「一人一花計劃」
(2021-22年度)

在此感謝家長與幼兒一起在家細心栽

培及悉心照料盆栽，為花苗澆適量的

水、照適量的陽光及置適當的地方，

讓花苗健康地成長，三色堇的花朵盛

開了。現在讓我們一起分享家長與幼

兒在家悉心照料盆栽「三色堇」的成

果。



邱子芮



戴樂而



郭睿軒

何柏綸





K1: 李芊、張竣睎、謝咏芯、 KIAN
K2: 傅飛陽、姜靖恒、梁珈睿
K3: 黃梓熙、許綽宏、盧孝溢

N1: 梁一琛、樊海晴
K1: 黎樂晞
K2: 何柏綸、鄧茹心、黃皓勤、石宇軒
K3: 王洛弦、賴卓妤、余卓樂

N1: 勞華傑、張證希、林靖喬、周旻蔚
K1: 方清儀、李芯渝、戴樂而
K2: 曾偲允、羅珩堯、馬嵩喆、曾瑞祺
K3: 鄭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