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不同，氣質各不同
梁碧珊校長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有自己性格、氣質與喜惡，我們希望讓孩子感受到被愛、被關懷與

被重視，從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及安全感，孩子才會覺得自己有價值，感受被重視，但在

現實生活中接納孩子的氣質與喜惡，按著孩子的特性教養他們，實在不容易，特別與父母

期望落差、與自己相法不同、彼此性格不同時更困難，這樣如何與孩子保持良好關係？

首先要將自己期盼孩子成為的樣式放下，並花時間去了解孩子的氣質，當中包括活動量、

適應性、堅持度、情緒反應、專注力等，幾年前銅幼曾參加香港家長教育學會舉辦「心繫

家庭計劃」裡面的一句說話「三分教、七分等」，孩子就如一棵植物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培

育他們，需要不一樣的水量和肥料，不會過多也不會過少，不一樣的修剪和照料。

父母也需要認識自己，以及了解自己的感受，細想自己與孩子的氣質和性格是互補還是引

起衝突，鼓勵大家嘗試調整你的教養方式，更有效地滿足孩子需要，加強你與孩子間的溝

通，每天抽最少15分鐘與孩子談心；在家裡開創互勉、合作的氣氛，一起同步成長。在這

裡，鼓勵大家參加銅幼每月一次家教分享祈禱會，每次都設有專題分享，可以在育兒路上

彼此學習，認識更多同路人，一起同心禱告，每位小孩都在天父手中得著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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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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好去處
陸超穎主任

假日家長不妨帶幼兒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的

玩具圖書館，玩具圖書館現由智樂兒童遊樂
協會營運，以「閱．玩 越好玩」的嶄新概念，
為幼兒及家長提供結合閱讀與遊戲的親子活
動空間。

玩具圖書館每季更換主題，除擺放繪本與設
計主題遊戲外，遊戲工作員亦會適時改變遊
樂環境，讓小朋友每次都可玩出新鮮感。

家長可以透過遊戲及玩意引導孩子發揮創意，
同時啟發他們對閱讀的興趣。配合小朋友之
遊戲需要，遊戲工作員亦會不定期開展突發
環節，與小朋友一同玩出繪本有趣情節。

智樂每月定期舉辦兩節親子遊戲工作坊，為
家長介紹「閱．玩 越好玩」的概念，讓家長
見證孩子閱讀和遊戲並行的樂趣，鼓勵家長
參與。

閱讀與遊戲是兒童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
素。閱讀建構遊戲的基礎，遊戲活現書中的
見聞。遊戲可讓兒童透過四肢親身體驗，以
五感締結聯想；而閱讀則可以引領他們漫遊
世界，延伸想像力。玩具圖書館融合了閱讀
與遊戲，為兒童帶來既可開心玩樂，又可隨
心閱讀的親子空間。

家長和小朋友如有興趣，可親身或致電玩具
圖書館預約，在模仿大自然的舒適環境下，
感受閱．玩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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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的足球小小將
家教會主席 -張頴鋒

很榮幸能夠在新學年第一期的銅言童語跟大家分享。衷心感謝各位的厚愛

和信任，本人能夠在本年度家教會幹事會再次擔任主席一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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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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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時間過去了，我的幼子張證希，今年已經升讀K1班了。今年十月，我和
媽媽跟幾位家長為他及幾位同學仔報名參加足球訓練班。由於這個足球班是
在平日放學後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舉行，無論時間及地點都非常適合。證
希也表現得樂在其中。

由於工作關係，我未能親身帶證希去上課。但從證希學習踢足球的過程中，
我都有點得着。雖然人仔細細，證希已經踢4號足球了。他在教練悉心指導
下，腳法都算有板有眼。從傳球到射球，他都很專注地去做好每一步。從他
把足球射入龍門那一刻的喜悅，我知道他很享受這個足球班，適逢最近是
2022年世界盃決賽週，證希也會跟我們一家在家中觀賞賽事。當見到電視
上畫面出現入球，他也會興奮地歡呼。證希把他平時在足球班所學到的，套
用到去觀賞世界級的比賽。雖然在足球班也有過跌倒，但證希也懂得在原地
站起來，沒有放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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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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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言童語 P.4

學前班
新生校園生活

熱烈歡迎各位學前班新生及家長加入聖雅各福群會銅

鑼灣幼稚園這個大家庭！

不知不覺,我們可愛的學前班幼兒已經上學兩個多月了。
回想起他們第一日踏入校園的時候, 對學校課室裡每一
個角落都充滿著好奇，在家長的陪同下開始探索這既
陌生又溫馨的校園環境。有熟悉的家人陪同下,他們總
是無憂無慮、無牽無掛地去主動探索和學習；但當要
與家長道別,獨立地參與校園活動時,他們總會顯得依依
不捨、難分難離。隨著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老師與
幼兒在不同的遊戲、活動和日常互動中，逐步建立良
好友愛的關係，他們也開始對校園建立了歸屬感。看
著他們由最初滿懷緊張不安的心情, 常常嚷著要找爸爸
媽媽,直到現在能夠每天開心上學,主動投入參與校園生
活,真的進步不少呢！

在幼兒逐漸適應校園生活後, 他們也開始學習自理。
他們進入課室後會學習擺放書包、功課袋及水樽, 也會
學習自行洗手、收拾玩具等,起初他們都顯得有點手忙
腳亂, 需要老師從旁協助及提示。經過每天的恆常學習,
幼兒開始漸漸掌握當中的自理技巧,還表現得有板有眼。
除此以外,幼兒能投入參與不同的活動,會專心聆聽故事,
遊 戲 時 也 會 積 極 參 與 , 並 展 現 出 開 心 的 笑 容
。
希望學前班幼兒能夠繼續保持開心愉快的心情,盡情享
受 幼 稚 園 生 活 , 留 下 更 多 美 好 回 憶 。
在此非常感謝學前班的家長們,在幼兒適應階段時常與
老師及校方保持良好溝通。 皆因有你們的努力和配合,
我們才能彼此更深入了解及認識每位幼兒的發展, 幼兒
也才能那麼快地融入校園生活。每位幼兒在成長的路
上總會遇到不同的挑戰及挫折,希望家長都能夠放鬆心
情、樂觀面對，給予孩子成長的空間，讓他們從中勇
敢嘗試和學習,建立自我及自信。讓我們一起來見證這
麼可愛的學前班寶寶的成長吧！



學前班全園秋季旅行
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已於2022年11月12日順利結束了。疫情現已持續三年多了，秋季旅行

能夠順利舉行真的十分感謝各位家長踴躍報名參與。是次學前班的小朋友在老師和家長的陪
同下，一起乘坐旅遊巴士來到元朗「浸會園」遊玩。隨著旅遊巴士漸漸進入「浸會園」，大
家都感受到這裏有別於城市的繁鬧，呼吸著大自然的新鮮空氣，在各種各樣植物的圍繞下，
一同親親大自然。

來到「浸會園」，大家都十分輕鬆愉快。我們一起步入「浸會園」，並聚在一起拍攝大合照，
爲這開心的一刻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接著，小朋友和家長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起體現了不同
的集體遊戲。當小朋友聽到熟悉的音樂時，都紛紛手舞足蹈，搖搖頭、拍拍手、踏踏脚、扭
扭腰……大家都隨著音樂一起做熱身運動，跳得不亦樂乎。熱身過後，學前班的小朋友在家
長的陪同下，進行了他們最喜愛的彩虹傘遊戲，他們一起合作揮動彩虹傘，感受著彩虹傘飄
動時的律動；同時也保護著彩虹傘上的彩色膠球，令彩色膠球在彩虹傘上跳動旋轉。大家都
十分享受遊戲的過程，臉上都充滿著歡笑聲呢！之後，我們也分別進行了「動物踎踎踎」和
「袋鼠家族接力賽」的團體遊戲，家長和小朋友都積極參與，展現出合作的精神呢！
集體遊戲過後，就是自由活動時間了！家長與小朋友一同盡情享用園內不同的遊樂設施如：
滑梯、氹氹轉、兒童吊車、兒童繩網等，更有幼兒在綠茵茵的大草地上四處奔奔跳跳、大口
大口的吹泡泡，盡情流露出他們純真、好奇、滿足的模樣呢！

感恩天父賜予我們秋高氣爽的好天氣，讓我們能盡情玩耍，好好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盼望是
次旅行能夠給予每一位家長及幼兒留下一個開心愉快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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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新生適應校園生活

新一個學年開始了，對剛上學的幼兒班幼兒來說，幼稚

園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雖然這裡有著各式各樣新奇又有趣
的玩具及校園設施，而且老師每天都會帶領著幼兒進行多
元化又好玩的遊戲，但是當幼兒每天早上需要與家長道別
進園時，他們總會難掩分離的情緒。經過了適應階段，由
最初哇哇大叫、嚷著要找媽媽或家人，到現在他們跟父母
說再見後，便急不及待大踏步自行進入課室。可見幼兒們
已經漸漸長大，開始適應和投入校園生活。而對於學前班
升上幼兒班的幼兒來說，他們對校園環境感到既熟悉又陌
生，因為課室環境、有新臉孔的加入、時間表及活動等的
轉變，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新鮮事，但他們都能以短時
間適應過來，真是值得鼓舞和欣賞。

單元活動及自選學習
幼兒經過適應月後，便進入第一個單元主題「小猴子長大了」，在單

元活動中，他們知道自己會長大，由嬰兒長大成小孩，亦學會了運用
身體不同的部分，如手可以拿起杯子喝水、腳可以跑步等。
幼兒每天在自選學習時間內，學習到如何安排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以
及學習專注做事。在自選活動過程中，幼兒都能漸漸開始享受其中，
並學習與同儕合作和相處，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說話能力。

單元活動方面，幼兒以
小組形式進行學習，他
們坐在一起，專注聆聽
老師的講解，期間更進
行了各式各樣的遊戲，
如觸摸神秘箱內的物品、
進行「老師話」的指令
遊戲等，幼兒都表現得
投入。當然部分活動能
順利進行，確是有賴家
長的配合，如上載幼兒
的相片，讓幼兒能與同
儕作出分享，鞏固他們
對單元活動的認識。

幼兒於十月份他們進入課室後需要撕貼出席牌、自行擺放
水樽、書包及功課袋，起初他們顯得有點手忙腳亂，但經

過每天的練習，現在大部分
幼兒都表現得有板有眼呢！
幼兒在適應期參與了不同類
型的遊戲，他們在排隊時亦
喜歡跟老師唱「來共我一齊
排個靚隊先….」這首排隊歌。
希望幼兒能繼續保持愉快的
心情，享受校園的點滴。



10月28日為第15屆家教會會員大會，每年這個時刻大家都會特別緊張，因為到場的每位

家長，他們都背負著非常重要的責任，這晚共有31個家庭出席，而新一屆的家教會幹事

亦順利誕生。在此，再一次感謝當天出席的所有家長！新一屆的家教會六位幹事當中，

分別是主席張頴鋒先生、副主席陳頌靈女士、秘書何晶晶女士、司庫梁嘉雯女士、康樂

及福利韓雪女士、聯絡李子飛先生，期望新一屆的家教會幹事與本園繼續合作無間，為

幼兒提供最舒適的學習環境！

另外當晚舉行「自由遊戲分享講座」，本園十分榮幸邀請到Dr. Play創辦人—卓王

詠詩博士作為演講嘉賓。Dr. Play推崇透過「遊戲教育」培育世界領袖，讓幼兒透過遊戲

學習批判思考及解難、創新、以及培育幼兒溝通和與人合作的技巧。家長透過講座及體

驗活動，能掌握及了解幼兒如何在家中亦可以「自由遊戲」，使用在家中隨意找到的物

料與幼兒在玩中學。

家教會會員大會暨自由遊戲
分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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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戶外體能活動

11月11日是低班本年度首次的戶外體能

活動，很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到場協助！幼

兒們在出發前都表現得十分興奮，應該是

因為相隔一段時間的戶外活動吧！

活動當日天朗氣清，陽光普照加上清風送

爽，十分適合到戶外做運動呢！老師與幼

兒一同進行了不同的體能遊戲，如傳送吹

氣棒、穿過呼拉圈過河等等的遊戲。幼兒

在玩遊戲的過程中，能體驗到互相合作的

精神，而且令他們明白到一起共同完成目

標所產生的喜悅，從而提升他們的主動性

和協調性。

最後老師與幼兒及家長義工一同玩紅綠燈，

當幼兒被老師發現他們動了，就會請家長

義工給幼兒套上呼拉圈，該幼兒就暫時不

能走動了。但在老師掉頭時其他幼兒可趁

老師看不到時去協助同儕取走套著他們的

呼拉圈。過程十分驚險又刺激，大家也享

受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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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的單元主題「巴特一家的新生活」中，幼兒於設計店舖圖工活動中，有

很多幼兒表示希望開設金魚店，他們說出了不同種類的魚，如石頭魚、小丑魚，
有幼兒帶了一本有關趣怪魚類的圖書於Show and Tell 時段與同儕分享，讓幼兒
對魚充滿了好奇。故此藉著是次專題研習與幼兒進行探討，讓幼兒透過參觀、
觀察、討論、搜集資料等學習活動，增加他們對「魚」的興趣及認識。
幼兒透過繪本和觀察食用魚的海報後，向老師提出了一些問題，例如「魚有沒
有鼻子呢？」、「魚如何保護自己？」他們提出的見解十分有趣，例如魚的鼻
子在牠們的腦內、魚運用魚尾拍打貝殼，藉以躲在貝殼內保護自己的身體。為
了進一步了解魚的內外身體結構及生活習性，幼兒觀看了由老師從超級市場購
買回來的魚及桂姐解剖魚的過程。他們嗅到魚的味道：觸摸魚鱗的質感；看到
魚肉生熟的分別，以不同的感官作多方面的學習。
幼兒除了知道魚可以食用外，還可以作觀賞用途，因此他們提議在課室內一起
飼養觀賞魚。他們還為觀賞魚命名，提議的名字真是十分有趣，包括Pumpkin 
Red、藍星、Ironman、短尾巴、Holala、長尾魚等，他們細心地餵飼小魚，每
天觀察牠們的改變，從而培養了他們愛護小動物的情懷呢！
專題研習的尾聲，家長與幼兒一起到大生圍魚塘進行參觀和打魚蛋活動，感受
漁民的生活，渡過了一個難忘的體驗活動呢！

高班 專題研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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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一高班會有創

意戲劇活動，雪姐姐是本

年度高班的戲劇導師。雪

姐姐活力充沛、而且說話

幽默，每次課堂都令幼兒

捧復大笑。雪姐姐透過不

同的遊戲方式讓幼兒認識

戲劇的元素，從而加強幼

兒的表達能力，讓他們敢

於運用語言及肢體動作去

表達自己，如模仿巨人、

小矮人、不同海洋動物等。

他們透過想像、個人創意

來構思對話和動作，十分

有趣。戲劇導師雪姐姐給

予幼兒有較多發揮的機會，

老師從中發現他們有無限

的創意，在課堂中表現得

十分投入，樂於表現自己，

看到他們漸漸也對戲劇產

生濃厚的興趣呢！雪姐姐

亦會與班老師時刻保持溝

通，配合單元主題及專題

研習，運用空間和肢體動

作進行活動探索，課堂活

動一定很精彩呢！

高班 戲劇活動



梁珈睿



Lexiendrina Velez

梁康瑞



樂旨呈
雷昊

黃煒洛



李昕樂 歐陽敏楓



全園活動：
03/09/22  新學年班會（公理堂）

07/09/22  小一選校分享會

09/09/22 中秋節慶祝會

16/09/22  九月份生日會

17/09/22  低、高班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簡介會

05/10/22  低、高班培育家長同理心及憐憫心 支持孩子社交及情緒

學習需要 家長及幼兒參與研究計劃簡介會

21/10/22  10月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22/10/22 有關學校簡介會

28/10/22 第十五屆家教會會員大會暨「Dr Play」自由遊戲家長培訓

工作坊

21/10/22 兼收組家長會

11/11/22  K2戶外體能活動

12/11/22  全園秋季親子旅行

18/11/22  11月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22/11/22  K3A組參觀魚塘

低班專題活動 - 外出購物

情緒小主人小組

23/11/22  K3B組參觀魚塘

24/11/22 低班專題活動 - 外出購物

25/11/22  K3戶外體能活動



MY DEAR DOG

教職員進修：
21/09/22    王佩琪老師 --「專業學習社群-照顧非華語幼兒多樣性促進全人發展」

工作會議

28/09、 梁碧珊校長、范艷怡老師、王佩琪老師、池景榆老師、李玉儀老師

15/10/22    《比比和朋友》教師培訓課程

22/10/22    黎嘉燕老師 --「進階課程」習作回饋時間

24/10、31/10、14/11、19/12/22  林韻婷宗教主任--《親密之旅課程》

26/10/22  鍾潔馨主任--Sharing Session on Contract Renewal of Occasional Child Care 

Service in Pre-primary Institutions

03/11/22 吳昀諺老師 -- 食物安全中心2022年度食物安全講座

07/11/22 周嘉慧老師 -- 追本溯源、感悟文化—二十四節氣與現今生活分享會

09/11/22 梁碧珊校長、鍾潔馨主任、陸超穎主任、吳浣清老師、周嘉慧老師、

謝雪梅老師-- 中大正向教育課程領導工作坊

16/11/22 梁碧珊校長、鍾潔馨主任、陸超穎主任、吳浣清老師、周嘉慧老師、

謝雪梅老師-- 正向教育課程領導教師工作坊

17/11/22 鍾潔馨主任、陸超穎主任、周嘉慧老師、吳浣清老師、陳詩詠老師、

黎嘉燕老師 -- POWERPOINT幻燈片製作和實務技巧

29/11/22 鍾潔馨主任 -- 2023年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會



9月
N1 莫慧喬 何芊言
K2 呂一諾
K3 胡熙榆

10月
K1 歐泓熙 鄧心懿
K2 吳嘉琳 鍾媄喬
K3 吳凱曈 林頌劻 譚綽裕 洪依梵

11月
K1 馬承希 陳謙睿 勞恩澤 張佑楠 莫竣喬 桂朗鏗
K2 Lexiendrina Velez 劉偲安 郭晞媛 蔡昊軒 鄭澤弘
K3 謝一寧 梁楚楠 陳學賢 鄧 霖 馬民熹 李梓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