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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校園」幼稚園獎勵計劃

SOWGOOD!正向品格教育館於2021-22學年正式推

出全港首個「正向校園」幼稚園獎勵計劃，期望與幼稚園
攜手在校內建立「正向品格」文化，引領學校邁向一所
「正向校園」。作為一直致力推動正向教育的銅幼
，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參加是次計劃。

計劃有三個階段，SOWGOOD!將協助幼稚園循序漸進地成
為全方面正向校園，包括播種學校、成長學校、豐盛學校
。本園今學年為成長學校，當中包括正向品格到校活動，
將正向品格活動帶入校園。同時，亦有親子活動
、教師和家長講座及培訓活動。

在3-12-2021 及 22-4-2022 透過實體及線上形式共舉行了
兩場同步成長家長工作坊，提醒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鏡
，如果想孩子正向， 家長先要變得正向；如果想孩子情
緒智商好， 家長先要了解情緒， 然後才處理行為。此外
，當面對孩子出現情緒時，家長有效的回應能有助幼兒由
紅色警戒區返回綠色安全區。 Yes Brain關鍵性的好處，
會幫助他們更懂得處理人際關係，以及在面對逆境時，
具備更強的適應力與韌性。

此外，SOWGOOD! 正向品格教育館亦為本園教師提供培
訓，包括靜觀活動、備課等，讓本園教學團隊可透過第一
身的感覺，學習覺察自己的需要，從而引伸至孩子的需
要。

在復課的日子中，亦安排了K2 K3 幼兒進行到館活動，讓
幼兒親身到正向品格教育館中參與活動，認識更多正向情
緒。

在學期完結前，希望可順利完成「正向校園」幼稚園獎勵
計劃的內容，期望能與家長攜手繼續在校園建立「正向品
格」文化。



高班
事隔數月，高班幼兒終於在3/5/2022開始復課了！他們透過自選活動、音樂和體能遊戲

、圖工活動、SHOW & TELL活動等，學習於首幾天逐步適應高班日程以及常規等。高班幼

兒的適應情況良好，於是開始延續在特別活動期間從閱讀電子繪本《向日葵的故事》而開

展的專題研習「花」以及各種專科導師的活動。在專題研習中，他們在家學習期間完成了

不同的探索小任務，尋找在生活中發現的向日葵，故他們復課後在園內匯報成果

，現正開始探討花的不同種類以外形形態。欣賞高班幼兒除了懷著期待和愉快的心情回園

之外，他們在各項活動中都能聆聽指示，勇於表達意見，積極與同儕交談及玩耍，並懂得

主動解決問題，長大了不少呢！

復課活動內容

科學活動(外聘老師)
高班的課程十分豐富，其中有專科導師Ms.Pagon帶領的科學活動，她

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能運用活動教學的方式，與幼兒互動交流，使

課堂生動有趣，讓幼兒樂在其中。Ms.Pagon會在隔個星期二的上午到

園與幼兒進行科學活動，幼兒透過預測、實際操作以及檢視結果，學

習不同的科學概念原理，如：認識磁鐵指向北方的一端稱為正極，指

向南方的一端則為負極、磁化原理等。Ms.Pagon會在每次活動中提供

充足而不同的生活化物料，讓幼兒能親身操弄，吸收科學概念知識

，從而培養對大自然科學的興趣以及其探索及求知精神。



1月至3月的品格目標為「分享」，低班幼兒於30/3實時視像
活動時間與幼兒進行了品格「分享」總結活動--「我最喜愛」

。當日幼兒準備了環保紙和顏色筆，繪畫了自己喜愛的人物
再進行分享，有些幼兒表示最喜愛校園裡的同儕；有些幼兒
則表示最喜愛家人，相信家人聽到他們的分享都會甜在心頭

。當老師說出題目:「你喜歡什麼文字?」時，他們表現得更興
奮和雀躍，努力把自己學會的文字都一一寫出來，還滿有信
心的朗讀出其讀音，令老師十分欣賞！

相信幼兒最熱衷和同儕分享的一定是自己的玩具了! 當他們展
示玩具時，除了能清楚說出玩具的名稱，還熱切地介紹有關
的玩法。透過是次遊戲活動，不但能讓他們學習樂於分享自

己喜愛的人和事，也體會到與人分享的美好。

低班
品格「分享」總結活動



每年五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天，都是
大家非常重視和最適合對家人傳遞

愛意的節日──母親節。在這個充
滿著愛和感恩的節日裡，除了讓幼
兒感受到媽媽對自己濃濃的愛意，

學會感恩。又透過觀看短片《母親
節的由來》，認識母親節的意義。
幼兒更準備了與母親或(外)祖母的合

照，向同儕進行相關介紹，並說出
母親或(外)祖母喜愛進行的活動、喜
愛的食物等。從分享活動中，以了

解母親或(外)祖母更多。及後，老師
帶領幼兒一同聆聽歌曲《媽媽I Love
You》，當中的歌詞內容正面勵志，

都是鼓勵孩子學習積極和自發地為
媽媽做一些事情以表達對她們的愛
，亦體會媽媽的辛勞，從而促進幼

兒的情感發展。他們似乎都被歌曲
的旋律吸引著，表現得十分專注和
投入呢！

低班 「母親節活動」



幼兒班專題研習-「書」
來到二至三月的專題研習主題--「書」，老師為幼兒準備了不少實時視像學習活動、教學短片及

學具，讓幼兒在家中進行學習及體驗不同的探索活動。老師與幼兒分享了一本繪本《我討厭書》，

並扮演故事當中的主角「米娜」及一條從書中掉出來的毛毛蟲，以引起幼兒的好奇心和探索動機，

從而開展「書」的探索之旅。老師在教學短片中介紹了「書」的種類及書本結構，當幼兒觀看這些

影片後，也會在家中探索不同書籍的紙張，他們能說出不同書籍所用的物料及紙張的特徵和觸感，

例如他們在線上分享探索成果的影片中能說出有一些書的封面是硬身的，而書內的紙張是軟的並能

捲曲，而有的是立體書，能坐立在桌面上。透過老師在教學影片中分享閱讀時的正確坐姿和收拾圖

書的方法，鼓勵幼兒在家中能主動地將書櫃整理得井然有序，並記得要把書的書脊向外擺放。在線

上實時活動中，幼兒透過不同的遊戲辨認書名的位置，並向老師及同儕分享自己喜歡的圖書名稱。

老師更在線上實時活動中播放有關造紙的方法及森林火災的新聞，引導幼兒思考如何珍惜用紙和愛

護圖書的方法，並鼓勵幼兒在家中選擇不同紙張進行再造紙的實驗，培養其對環保的意識。老師亦

透過分享《圖書館獅子》這個故事引導幼兒思考圖書館的規則，提升幼兒公民意識的責任。由於幼

兒十分喜歡從書中掉出來的毛毛蟲這個角色，他們運用了氣球在畫紙上拓印不同顏色的圓形並繪畫

不同斑點，創作一條從書中掉出來的毛毛蟲。在語文活動中，幼兒學習朗讀有關「米娜」與毛毛蟲

喜歡了閱讀的兒歌，能夠與整個主題活動首尾呼應。老師也製作了相關的學具讓幼兒在家中重溫及

鞏固其知識及延續是次的探索旅程。



為了與幼兒一同歡度兒童節，老師在該週內與幼兒進行了不同的活動，如聆

聽聲音遊戲及毛毛蟲實驗。老師在線上實時活動中展示出幾組與日常生活有

關的圖片，如「動物系列」、「交通工具系列」等，每組有4-5張圖片，然後

老師會逐張圖片播放，再隨機在其中一張圖片出現時按下松鼠鐘鈴。幼兒需

要在每組圖片播放完後說出那一張是被小松鼠選中的圖片。幼兒在活動中表

現得十分專注，他們很專心聆聽松鼠鐘聆的聲音會在何時響起，而且他們亦

能說出正確的答案呢！而在另一節線上實時活動中，老師請家長及幼兒預先

在家中準備了不同的材料︰紙巾、水筆、盤子及水。老師首先請幼兒使用筷

子或筆等將紙巾捲起來，然後一同設計出毛毛蟲的花紋。從筷子中拔出毛毛

蟲後，再將毛毛蟲放置在盤子內，並慢慢加入少量的水。最後幼兒在觀察毛

毛蟲變化的過程中，都表演得很驚奇，他們能說出毛毛蟲的變化

，如「長咗」、「肥咗」等，可見他們亦很享受當中的過程。而且此活動是

以親子的形式進行，透過是次的親子活動，希望家長亦能參與幼兒的探索過

程，與幼兒一同感受，一同成長。

兒童節慶祝會
幼兒班



學前班

疫情期間，學前班主題活動《貝貝看醫生》需要

繼續以線上形式進行，大部分幼兒都有看醫生的生

活經驗，再配合聆聽主題故事《貝貝看醫生》，幼

兒對「到診所看醫生」有初步的認識。老師秉承了

「停課不停學」的精神，與幼兒進行線上實時視像

學習活動及上載教學影片，讓幼兒能在家中做到

「停課不停學」。

透過實時視像學習活動，老師以不同的故事，引入

及介紹了有關健康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老師在線

上活動運用了不同活動的形式，如歌曲、體能、實

驗及故事等，讓幼兒即使在家也能動動手，增添活

動的趣味。

在每星期兩次的實時視像學習活動下，感謝家長在

家支援，幼兒們漸漸地學會利用網上學習平台，按

着屏幕上小手掌來舉手回答老師的問題。而且，配

合老師派發的剔、交叉、開心及不開心的圖卡，即

使老師和幼兒不在同一個空間，老師都能夠以不同

的方式鼓勵幼兒表達及回答老師的提問，藉以加強

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及讓老師能大致掌握幼兒對課

題的理解度。

在教學影片中，老師為了增加幼兒對角色的代入感

及理解影片內容，老師在拍攝教學短片時，延續了

上一主題的角色：小琼及她的媽媽，以小琼生病了

至康復，以由淺入深的方式，鞏固了對生病及保持

身體健康的概念。老師透過教學短片，示範及提醒

了幼兒以正確方法洗手，以減低生病的機會。除此

之外，老師亦配合音樂，提醒幼兒佩戴口罩的技巧

及重要性。在最後一條主題影片，老師也總結了一

些保持健康的方法。

主題教學活動<<貝貝看醫生>>



學前班

銅言童語 P.10

特別假期活動「科學實驗」 -

會逃跑的胡椒粉實驗

為加強幼兒之衛生意識，老師特別加入了科學實驗來

讓小朋友親眼觀看到洗手液如何能讓細菌「逃跑」。老
師預先通知家長在課堂時先預備洗手液、胡椒粉及一盆
水，好讓我們喂小朋友能在實時學習活動中，與老師一
同做實驗。在實驗時，老師先請家長協助幼兒把胡椒粉
灑到上面上，然後請幼兒在小手指上點上洗手液，並把
手指放到水面上，胡椒粉立即便散開了。幼兒觀看到如
此變化後，都繼續抱着實驗精神，繼續以小手指「趕走
病菌」。在實驗過後，老師配合兒歌，與幼兒一起同唱
「病菌快快走」，整節課堂充滿着愉快的氣氛。

感謝天父的保守，香港疫情漸漸減退，幼兒們都能陸續
在五月回園，老師們終於能再次於園內與各位學前班小
寶寶見面呢！

學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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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分享 - 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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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分享 - 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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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分享 - 幼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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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分享 - 幼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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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分享 - N1 (學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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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睿軒

倫熙軼、黃熹賢、林酉安、
朱智諾、梁日熙、劉蔚霖

: 吳雋希 、繆曉彤、李舜念、
黃丞晞、陳伽承

: 蔡子鉻、徐綺珊、
關丞睎

:蔡承溱、陳家儀、謝秀瑩

: 陳沛婷、陳煒霖、
張駿穎、吳芊玥

謝梓琪

繆曉琳、方愷淳、
鄧崇滔

3月

4月

5月



幼稚園活動

1 K1「解難小先峰」小組

4-8 全園 兒童節慶祝會

7、14  K1-K3童樂無限

8、12  親子廚房學校

8 K1「解難小先峰」 小組

13 復活節崇拜及四月份生日會

14 K1-K3童樂無限

15 「在家童創音樂盒」

22家長團契(公理堂) 婚姻關係與教養子女——「已成定局」、
「正向校園」 幼稚園獎勵計劃—成長學校家長工作坊
（下）

4 SOWGOOD！正向品格教育館小小偵探家活動

12、26 「在家童創音樂盒」

17、24 「花惜」情人節工作坊

18 K1「解難小先峰」小組 、三月份兒童崇拜

21 疫苗接種日

25 家校分享祈禱會、K1「解難小先峰」小組、小一選校分享會

26 「兒童接種。抗疫全面睇」線上講座

3月

5月

4月

20 五月份生日會及兒童崇拜及GODLY PLAY

25 K2參觀惜食堂



19 梁碧珊校長 當孩子面對衰傷工作坊
王佩琪老師

22 全體老師 Sowgood家長同步成長工作坊

29 全體老師 教師工作坊: 情緒教練五步曲、流體
體驗、 兒童靈性探索之旅

30吳昀諺老師 依附關係之安全圈教養教師講座
吳程琼老師
梁碧珊校長

3 陸超穎主任
謝雪梅老師
黎嘉燕老師
池景榆老師

17 梁碧珊校長
陸超穎主任
鍾潔馨主任
謝雪梅老師
吳昀諺老師

池景榆老師
黎嘉燕老師

25  梁碧珊校長
陸超穎主任

育苗組黎嘉燕老師
范艷怡老師

26 梁碧珊校長
陸超穎主任

27 謝雪梅老師
黎嘉燕老師

31 鍾潔馨主任
陸超穎主任

3月

5月

職員動向

非華語支援專業交流會議
「遊戲及愉快學習」

保良局「利希慎基金幼稚
園正向教育發展計劃」研
究成效發佈及分享會

兼收服務數碼平台分享會

「兩代同行育兒孫」課程
研究發佈會暨專業培訓

運用教育多媒體資源培育幼
兒的好奇心及品德發展網絡
研討會

OCC 電子平台簡介會
賽馬會幼稚園數碼能力優化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