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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表 格

本人 / 公司樂意支持香港耀能協會的服務

第
十
八
期

童
真

2018年10月

每月定期捐款

□ HK$800 □ HK$500 □ HK$300 □ HK$200 □ HK$100 □ 其他HK$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一次性捐款

香港耀能協會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通訊

□ HK$2,000 □ HK$1,000 □ HK$500 □ 其他HK$
□ 指定捐款單位（如適用）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 繳費靈（PPS）
（商戶編號：【9397】；選擇項目【1. 捐款】）
（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繳費靈電話：18033）
您的付款編號：
□ 信用卡 □ Visa □ Master Card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

月

年（最少3個月有效）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日期：

本人（只適用於每月定期捐款者）同意此授權書在此信用卡有效期過後及獲發新卡後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 直接存入戶口（請連同銀行存款收據正本寄回本會）:
恒生銀行：024-388-555161-001 		

中國銀行：012-806-00030099

捐款者資料
本人明白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將用作處理捐款及有關行政事宜。
中文姓名：
（先生/女士）					

英文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銜（如適用）
：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所屬中心（如適用）
：

啓發潛能教育 (IE)
一切源於「愛」

捐款港幣$100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捐款收據將以郵遞方式寄往上述地址。

請將此表格、銀行存款收據正本或支票，交回本會
郵寄：「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傳真：（繳費靈或信用卡捐款者適用）
：2529 0536

如不欲收到本會的服務資訊，請在以下方格「 」及填寫以下資料，交回本會。
□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姓名：		

地址：							

電話：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日後要求註銷、查詢及更改個人資料。如欲註銷個人資料，可致電2527 8978
或電郵本會ho@sahk1963.org.hk。如欲更改資料，請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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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Cindy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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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消 息

協會職員獲邀分享
辨別與教導ADHD幼兒的意見

「耀 • 躍 • 同路」
入讀特殊學校簡介會

有

協

發展障礙、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小朋友因無明顯表徵，往
往較難識別，除了靠校內老師及社工識別，家長的支援亦相當重
要。「樂同行家長支援服務」中心主任莊惠芳姑娘早前獲《大公報》邀請，就相關服務分享經驗及意見。

會與教育局於5月28日合辦「耀•躍•同路入讀特殊學校簡介會」
，由教育局督學介紹特殊學校的
轉介及學位安排機制，並由本會教育心理學家在選擇學校方面作多角度分析，幼兒中心畢業生家
長更分享選校心得及協助子女適應特殊學校生活之方法。當天逾160人出席，簡介會內容充實豐富。

「訴我心曲」短片分享

「共融龍舟隊」
於龍舟賽事榮膺五連冠

承

蒙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贊助，協會早前訪問了
五位家長及三位青年人，以「訴我心曲」為題輯錄成八
段訪問片段，以照顧者或過來人的身份去分享在生活上的點
滴。盼能透過分享加深大眾對自閉症人士及其家庭的了解。

石

圍角家長資源中心的會員及義工組成龍舟隊，於端午
節當日（6月18日）參加「特能共融男子中龍賽」
（威
龍組決賽）
，參賽隊員表現出眾，氣勢銳不可擋，連續五年
榮獲冠軍殊榮。協會謹此致以衷心恭賀。

顯徑兒童發展中心

新服務拓展 ——
耀能兒童發展中心（顯徑）
及安泰幼兒中心

第九屆「藝術童關心」慶典禮

皇

悅酒店集團第九年與協會合辦「藝術童關心」社區關懷企劃，本年
度「悅我展能•關愛共行」慶典禮於 7月 4 日假灣仔皇悅酒店宴會廳
舉行。典禮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梁振榮先生，JP、泛海酒店集團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吳維群先生及協會主席彭徐美雲女士，MH 擔任主禮嘉賓。

協

會於新服務競投成功中標，將於觀塘安泰邨設立新的特殊幼兒中心，暫定於
2019 年首季投入服務。中心設有 60 個特殊幼兒及 62 個早期教育及訓練名額，
為該區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治療及照顧服務。另
外，位於大圍顯徑的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於 7 月份正式投入服務，中心會提供個別評
估、治療訓練、密集式訓練、以及為家長、學校和康復機構提供專業諮詢及支援。中
心並設有完備的課室、個別治療房、感覺統合治療室，切合兒童需要。

協會鴨脷洲幼兒中心幼兒於典禮表演空手道，獲得台下觀眾的熱烈掌聲，
一眾嘉賓笑逐顏開。皇悅酒店隨後安排服務使用者及家長享受豐富的自助午餐。協會對皇悅酒店集團多年來
的支持予以衷心感謝。

編 者

話

隨著社會需求增加，協會服務不斷擴展，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於今年7月正式於大圍
顯徑設立新中心，同時，協會亦成功競投位於觀塘安泰邨營運社署資助幼兒中心，
中心有望於明年與大家見面，盼為更多有需要的兒童及家長提供全面服務。

督印人
副行政總裁羅陳瑞娟

教育子女是非常艱巨的工作，曾有位母親向我們分享以往在其他幼稚園的經歷，因著
兒子較活躍及欠缺專注，以致未能遵守常規，這位母親每天擔心老師不知如何評價兒
子，何時又會被校長召見。老師的經歷，啟發了團隊，讓協會幼兒中心決定以「建立
互信互愛 積極愉快學習」作為中心的使命宣言，引入「啓發潛能教育」
（IE），今期專
題將介紹這個理念如何協助幼兒成長，營造充滿關愛的學習氣氛。

編輯委員會
黃黃潔萍、陳佩君、張月琪、
莊惠芳、劉小珊、李芷妍姸

語文學習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幼兒由學習「聽」和「說」，至發展「讀」和「寫」的
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挑戰，今期〈知識講場〉會介紹四個打好語文基礎的「必勝秘
笈」，讓家長與老師能幫助幼兒好好裝備，有持久的動力走這趟旅程，並在當中發
現趣味，再努力跨越障礙！

協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新增250個服務名額

香港耀能協會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電話：2527 8978
傳真：2866 3727
電郵：ho@sahk1963.org.hk
網址：www.sahk1963.org.hk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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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早前向社會福利署提交承辦「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常規化下新增
2000 個服務名額的建議書。經社署審批後，協會「學趣滿園」新增
250 個服務名額。與現時 服務隊合併後，由 2018 年10 月 1 日起，協會將有
6 隊（600 個服務名額）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隊伍，為經評估後需要輪候學前康復服務之兒童，免費提供
適切的康復服務及訓練，並為聯網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老師舉辦講座、工作坊及研討會等，
提供專業諮詢意見，加強老師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知識及教導技巧，以及向有關家長提供支援，
提高家長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接納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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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力及生活技能。另安排各類跳出校園的社區適應活動
及義工活動、多元化的才藝活動、課後興趣班及表演
機會，以啟發幼兒潛能，開闊眼界。

啓發潛能教育 (IE)

地方 —— 締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中心掛滿繽紛

幼兒參與廣播環節，預備報告當日天氣情況。

一切源於「愛」

政策 —— 中心的 教育目標、課程安排、評估準則

等，都配合幼兒的全人發展需要及進度。著重家校合
作，努力為幼兒及教職員營造安全及衛生的學習及工
作環境。

謝陳藝然（石圍角幼兒中心主任）
、莊惠芳（象山幼兒中心主任）
、劉小珊（隆亨幼兒中心社工）

過程 —— 跨專業團隊在樂觀、尊重、關懷、信任、

從

注，未能遵守常規，配合課堂活動。每天接放學，均使這位家長感到無比壓

刻意的框架下，保持開放及緊密的溝通。在教育過
程中培養幼兒的自信、樂觀積極的態度，讓幼兒能愉
快、自主地學習。

力，深怕老師今天又會如何評價兒子，何時會被校長召見。直至現在，雖然兒子已離

人物 —— 在教育中涉及的人物，除了師生外，也包

前中心一位家長分享說，她的小朋友在其他幼稚園就讀時，因較活躍及欠缺專

括了家長的參與。要幼兒全面健康地成長，學校與家
長會保持緊密的溝通，對幼兒有一致的理解及期望。

開那間幼稚園，但家長每路經該校，也急步快走，怕碰到以前的老師及校長。這個分
享啟發了中心團隊，讓我們決定以『建立互信互愛 積極愉快學習』作為中心的使命宣

活 動 —— 中心會為每一位幼兒訂立「個別學習計

言，開啟『啓發潛能教育』之旅。

喜獲

的幼兒畫作、孩子的開心照片、勵志的語句、老師精
心佈置的班房、靈活運用各房間及教材等，刻意營造
溫暖、友善及主動積極的學習氣氛。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認證

「關愛」是協會營辦服務的重要理念，是幼兒成長的
重要養份，協會幼兒中心自 2014 年引入「啟發潛能
教育」至轄下橫頭磡幼兒中心，中心經歷啟發潛能的
旅程，讓關愛的種子散播在中心每一角落，其後成
為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 國際聯盟學校會員，
更是全港首間特殊幼兒中心，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

劃」。透過課堂活動及流程時間，提升幼兒的學習能

聯盟所頒授的啟發潛能教育大獎殊榮。協會薪火
相傳，三間幼兒中心，隆亨幼兒中心、石圍角幼兒
中心及白田幼兒中心相繼推行啟發教育，並先後於
2016 年及 2017年成為國際聯盟學校的會員，並接待
聯盟代表今年 4月到中心參觀及進行考核，最終三間
中心亦獲啟發潛能教育大獎殊榮，並遠赴美國參與
頒獎典禮。

「 啟 發 潛 能 教 育 」的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代表於今年4月到石圍角幼兒中心參觀及
進行考核。

同工心聲分享
隆亨幼兒中心 全體同工

組成元素

「啟發潛能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是 由 美 國
教育大師 William Purkey 所創立的理論，深信所有
人都是有能力、有價值、有責任的；而教育是一項
協作的活動，有賴彼此合作。中心更配合「引導式教
育」的復康理念，幫助學生開啟他們的潛能，讓他
們能在積極愉快的環境下有效地自主學習，與家長
及幼兒建立互相信任、互相關懷的精神。我們深信
必須透過 5P「政策（Policy）
、過程（Process）
、人
物（People）
、活動（Program）及地方（Place）」刻意
地傳遞樂觀、尊重、關懷、信任等價值；而 5P 就好
像海星的五指般缺一不可，互相配合，方能全面有
效地發展啟發潛能教育。

為增加教職員歸屬感，老師
可將課室佈置成自己喜愛的
主題，有愛貓的老師將課室
貼上貓兒貼紙，非常可愛。

以石圍角幼兒中心為例，門口
貼有啟發潛能教育的中心思想。

「啟發潛能教育」是一個關於愛的行動
「希望找到信任與關心 讓我快樂高飛去 請問怎麽可以找到愛？
隆亨幼兒中心裏」以上是中心團隊一起創作的隆亨之歌歌詞。
中心一直重視學校的關愛文化，透過多元化活動，如參觀和邀
請嘉賓分享，讓中心每個職級的同事認識「啟發潛能教育」
。起
初我們都抱著嘗試的心去試行，但回望過去兩年，我們發現這
個理念，不但使幼兒生命質素提升、廣泛得到家長肯定，同工
之間更發揮著專業和緊密的合作關係，讓「愛」充滿了中心每
一位持份者。

「啟發潛能教育」的核心在於營造正面的學習環境，藉著關愛
在推行「啟發潛能教育」之前，中心先重 及不同教學策略傳遞信息，讓學生發揮潛能。實踐時最具挑戰
點建立各同工的關愛文化。
是要讓各職級同工認同「啟發潛能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我們
先加強各同工的關愛文化，推行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建立「互
動、互愛、互信」的團隊網絡，如聯誼活動、生日會，並一同
參與「隆亨之歌」校歌 MV 的製作等，讓各同工得以在繁忙工作
中減壓，加強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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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協助各同工
建立「互動、互愛、互信」的團隊網絡。

「啟發潛能教育」的精神，使我們更肯定相信幼兒是有能力、
有潛能的，透過安排合適的活動、締造愉快的學習環境，不論
是多項學習障礙的學生或是肢體障礙的學生，一點一滴地累積
成功和正面的經驗，深信必定可以造就幼兒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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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家 長

蜜 語

父

母養育一個小朋友，需耗無盡心力，照顧和
教導，若是雙生兒或者龍鳳胎，更要加倍付
出。今期〈家長蜜語〉邀請兩位雙胞胎 ∕龍鳳胎媽
媽，分享她們照顧一對子女的感受和當中經歷，盼
能鼓勵各位家長遇到挑戰仍能遇難而上，享受與子
女每個重要時刻，並肩成長。

家長分享
白田幼兒中心 幼兒哲哲家長
家校合作 因材施教
培育幼兒茁壯成長

哲哲於課堂上認識家庭組成。

回想兩年前哲哲被確診為特殊需要學童，並經評估中心轉介入讀白田幼兒中心。白田幼兒中心推
行「啓發潛能教育」
（IE）作為教學策略，推行不同的活動和訓練。有幸我能參與一些相關的課程
和活動，好能和大家分享。
「親親小葉子」種植活動：培養幼兒認識尊重生命和負責任的態度；

育兒路上並不孤單

關懷探訪長者：一連四次探訪安老院，讓他們接觸長者，從中學習如何與長者溝通，學習服務他
人的禮貌。

象山幼兒中心 智豪家長
大家好，我是智豪媽媽。我育有三名兒子，大兒
子及一對雙胞兒子：分別是智豪及智傑。仍記得
懷著兩個孩子時，因他們互搶營養，醫生曾告知
我可能需作出是否捨棄其中一個孩子的決定。作
為母親的我，又怎捨得作出這樣的決定呢？幸
好，經過34週的懷孕過程，智傑和智豪最後平
安來到世上。看到他們出世的一刻，真不禁流下
感恩的眼淚。

社會適應親子活動：哲哲從小害怕到髮廊剪頭髮，老師設計一連串活動，透過故事、感覺統合和
視覺策略的方法幫助他解，安排課堂模擬剪髮的情況，最後安排他往髮型屋體驗剪髮，讓他從活
動中建立自信心，不再害怕剪髮，這實在是中心為幼兒度身訂造的個別學習課程的典型例子。
我很感謝中心所有教職員的辛勞，除了使幼兒有健康快樂生活，也讓家長們攜手努力，互勵互
勉，建立和陪伴孩子快樂地成長，同共見證啟發潛能教育對幼兒的成效。

結語

養育三名兒子的路並不簡單。智傑和智豪入讀幼
稚園後，我們先後發現他們發展上均有差異，並
為他們輪候評估。由輪候評估到輪候服務、發現
智豪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到智傑診斷為發展遲
緩，過程中我都充滿擔憂、壓力。當時，我亦需
面對長子的成長、家庭的經濟壓力，以及家人對
孩子發展障礙的誤解，實在感到沉重和孤單。那
段期間，我仍為這些挑戰及教導的方法每天以淚
洗臉。

展望未來 協會期望
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啟發潛能旅程，期望協會轄
下學前服務單位的每一位幼兒，能在關愛、信
任及尊重的氛圍下愉快成長。

直到智豪輪候到象山幼兒中心、智傑輪候到「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他們這一年來漸漸有不同進
步及成長，而我亦慢慢學到管教方法、處理他
們的情緒；自己的情緒亦得到疏導。除了在校
內得到老師們及家長們的支持，我亦主動尋找
不同的社區資源去協助自己，透過不同專業人
員的跟進及鼓勵，教會我好好照顧自己、保持
良好的情緒、與孩子多做快樂的事情，我的壓
力得以紓緩。
中心職員協助遊戲進行不同遊戲。

在育兒路上，能遇到很多同路人，得到很多的支
持及幫助，實感幸運。人生很漫長，每個階段必
定都有其難關，但我和孩子能夠一步步走過了很
多的難關，我相信未來我們都能一起走過不同的
挑戰。明天一定會更好。

幼兒學習非洲鼓，發揮音樂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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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倍的愛
石硤尾幼兒中心 煒琳、煒樂媽媽
我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在大女兒9歲時，我再
次懷孕，當我和丈夫知道懷上的是龍鳳胎時，
真是又驚又喜呢！在產檢期間，醫生雖已提及
可能有早產的風險，結果在懷孕32週時，我開
始穿羊水，由於發燒的關係，醫生表示情況危
急，因而即時進行開刀產子，煒琳及煒樂就這
樣來到我們的家庭了！
照顧兩個寶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
早產，他們在出生後需要入箱治療。在住院的
一個月裡，我每天往來醫院運送母乳，對正在
坐月的媽媽來說真是疲累不堪，但我還是努力
支持。由於爸爸忙於工作，日常由我負責照顧
他們，這時候才發現帶著雙生兒外出真是殊不
簡單呢！單是在乘車時打開及收起嬰兒車並同
時抱起他們已是一大挑戰，但面對困難，反而
激發起我的應變能力，未能乘車外出，我便把
活動範圍改至家居附近的公園，讓不同的地方
都變成他們小樂園。
縱是雙生兒，但他們的性格卻各有特色！煒琳
性格文靜，煒樂則好動，他們喜歡一起玩耍，
卻又經常打架，是一對歡喜冤家。他們縱有讓
父母「激心」的時候，有趣的是，每當一人正
在鬧脾氣時，另一位必然會乖乖的，默契十
足，令父母啼笑皆非。
在照顧雙生兒時，我們雖然犧牲了很多夫婦共處
的時間，但看見他們逐漸長大，變得愈來愈獨
立，在中心接受訓練後，二人的個性變得主動
了，說話和社交都有進步，現在更會找媽媽傾訴
和玩耍。在相處時，煒琳及煒樂常常左一個說很
喜歡媽媽，右一個來個擁抱，那份溫馨和愛是雙
倍的，感覺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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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 講 場

打好語文基礎
必勝秘笈

（ 三 ） 透 過 擴 展 或 延 伸 回 應 幼 兒 的 說 話（ 如 ： 幼 兒
說：「教飛飛刷牙」，家長可回應：「係喎，教飛
飛刷牙，要小心唧牙膏。」）

• 視覺感知訓練活動

孫慧敏（協會言語治療師）
「找找不同」
透過分辨兩幅圖畫的不同之
處，加強視覺鑑別能力。

語

文學習是一個漫長的旅程，幼兒由學習「聽」和「說」
，至發展「讀」和「寫」的過程中，
或許會遇到不同的挑戰。對於有潛藏讀寫困難的幼兒來說，這些挑戰就變得更多、更
大。今期〈知識講場〉與大家分享四個打好語文基礎的「必勝秘笈」，讓家長與老師能幫助幼
兒好好裝備，讓他們有持久的動力走這趟旅程，並在當中發現趣味，再努力跨越障礙！

1 加強聽說能力
幼兒的聆聽理解能力，對將來的閱讀理解能力有重要
影響。讓幼兒多聽故事，並按著內容回答不同程度的
提問（如：為何、如何、何時），家長和老師便可以
按部就班地提升幼兒的理解及進階語言能力（如：推
論、解難）
。此外，充足的口頭字彙量也是閱讀能力
的重要基礎。透過提供豐富的生活體驗（如：購物、
運動、戶外活動、製作食物 ∕手工等）不但可以讓幼
兒學到不同的字彙，還可以增加幼兒與人溝通分享的
動機。

「捉迷藏」
請幼兒辨認和讀出被遮蓋的
單字，從而練習視覺連結。

3 融入生活
語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學習語文的內容若能與幼
兒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相關，可更有效提高學習的興趣
和效能。因此，家長和老師可為幼兒製造一個能豐富
語文能力的生活環境，多提示幼兒留意身邊的文字，
也可藉寫畫用具（如：畫紙、蠟筆等）
，或不同的質感
物料（如：沙、水、泥膠等）鼓勵幼兒隨時畫圖畫或
寫字。

認知能力（包括：語音意識、語素意識、構字能力、
，與讀寫能力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把
視覺感知）
這些認知能力融入學前語文教育中，較只著重認字和
默字量更能有效提升幼兒的語文能力。
• 語音意識訓練活動

此外，在家中建立閱讀的氣氛，亦有助培養幼兒閱讀
的習慣和興趣。幼兒剛開始閱讀圖書時，往往只注重
在圖畫上，家長和老師可以透過伴讀來輔助幼兒逐步
發展閱讀能力。
「文字保齡球」
請幼兒用保齡球擊倒貼有某單
字的保齡球樽（如：馬）
，從而
學習一字一音節的概念。

• 語素意識訓練活動

附有朗讀錄音的故事讀本可以讓幼兒邊聽邊讀。
「文字叠羅漢」
在紙杯貼上不同的單字 ∕詞語，請幼兒把
相關的紙杯叠起來，以組成不同的詞語，
學習詞語的構造和意思。

除繪本故事，動畫故事亦能加強幼兒的聽說能力。

義

2 學習學語文的技巧
每個中文字都有它的字形、讀
音和意義，幼兒需要了解每個
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間的對
應關係才算學懂一個中文字。
書寫更涉及不同方面的技能發
展，包括視覺功能、感知肌
能、手眼協調、專注、記憶和
智能等。不同有關幼兒讀寫發
展的研究均指出，幼兒的某些

音

/faa1/

伴讀小貼士：

•
•
•
•
•
•

• 構字能力訓練活動

形

花

「切水果」
「夾衣夾」
請幼兒把有文字部件的水果塊或衣夾拼合成正確的單字，以認識
字形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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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幼兒選擇圖書和閱讀的地點
多讓幼兒自己翻圖書
成人一邊逐一指出文字，一邊朗讀出來
閱讀時每頁之間多停頓，讓幼兒有回應的機會
配合幼兒能力說故事
投入其中，與幼兒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

家長和老師更可以運用「對話式閱讀」，加強閱讀中的
互動交流，促進故事理解及思維能力，同時誘發幼兒
主動參與說故事，步驟如下：
（一）問問題誘發幼兒說出相關的故事內容
（二）讚賞幼兒的嘗試

（四）鼓勵幼兒跟著重覆說一次

4 寓教於樂
培養良好的學習興趣和態度是語文學習的另一要訣。
家長和老師可留意以下各項，提升幼兒的學習動機，
讓教導事半功倍：
• 按著幼兒的特質和需要，訂定合適的學習目標、方
法及活動
• 運用生活化的教學內容和富趣味的教材，讓幼兒在
遊戲中學習
• 對幼兒的學習態度和表現給予適當的鼓勵和回饋，
冷靜分析幼兒的錯誤。

本著以上的理念，協會今年四月出版《打好語文基
礎必勝秘笈 3 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系列，以輕鬆
愉快、融入生活的方式，為一般幼兒和有潛藏讀寫
困難的幼兒提供適切的學前語文教育和不同種類的
家居語文及寫前訓練活動，以打好語文基礎。協會
的專業團隊期望透過這系列的教材套，讓家長和老
師對語文學習有更廣闊的定義，不再只注意認讀和
默寫中文字的數量，而是同時留意幼兒的聽說能力
及相關的認知能力有否增強，以及打好寫前基礎能
力，並培養他們對語文的興趣和主動的學習態度，
使幼兒的語文學習更全面。
教材套現已公開發售，詳情可瀏覽本會網站：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shopping_1_
detail.php?id=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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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真 天 空

活

小

朋友能同心協力創作出美麗畫作，不僅可發揮無限想像力，更可從中學習
團隊合作精神，將他們的童真世界以色彩呈現。

幼兒才藝表演

美麗的大自然
蜜瓜組（石圍角幼兒中心）

花•心思
全體幼兒合作畫（隆亨幼兒中心）

每

人都具有不同的才能，幼兒也一樣，藉著接觸
不同活動，可以讓幼兒能培養真正的興趣、盡
展所長。

大自然真美麗，有七色的彩虹及
美麗的蝴蝶在天空飛！

學生利用廚餘蔬菜頭，印在大畫紙
上，並拼湊成一束美麗的花束，將
全校的祝福帶給親愛的同工。

動 花 絮
絲巾舞
中心幼兒於畢業禮跟隨輕快的音樂
表演絲巾舞，他們由一開始排練時
時興奮地胡亂把弄著絲巾，至後
來經過練習能一致整齊地表演絲巾
舞，真的下了不少苦功呢！

大樹
栗子組（石硤尾幼兒中心）
大家一起執拾樹葉，學習做
樹葉印畫，最後完成了一棵
美麗的大樹。

森林歷險記

海洋世界
香橙組（白田幼兒中心）
幼兒合作繪畫不同的海
洋動物，再拼貼出美麗
的海洋世界。
吹波波
楊桃組及菠蘿組
（橫頭磡幼兒中心）

蝴蝶翩翩飛
荔枝組
（鴨脷洲幼兒中心）
蝴蝶翩翩飛到公園裏，
花兒開，小蝴蝶飛來飛
去，多逍遙。

中心把音樂融合功夫，讓幼兒親身
經歴在音樂下耍功夫的樂趣，並於
畢業禮上讓他們表演，活動過程
中，每個小伙子都投入，充滿活力
和喜樂。

幼兒們打扮成小丑，為
大家表演「轉碟」雜技。

立體的港鐵
雪梨組
（賽馬會方心淑引導式教育中心）
小朋友最喜受的其中一種的交
通工具中心是甚麼？雪梨組幼
兒說：「是港鐵呀」。

秋風起，黃葉片片飛！小朋友趁
著這風高氣爽的季節，一同走進
樹林裡吹波波！

功夫小子

幼兒化身成為可愛的大耳馬騮，
配合動作，齊心合力為大家表演
節奏強勁的音樂劇，把中心畢業
禮氣氛鬧得熱哄哄。

幼兒選取了簡單的道具（呼拉圈）
，再
配合輕快的歌曲跳舞。過程中，幼兒
需要配合節奏的快慢，而做出相關的
動作，如向不同方向伸展、跳躍、原
地轉圈等，各幼兒樂在其中。

樂游悠
鄺雨曦、馬綽岐
吳峻皓、杜珀賢
（葵盛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老師開設小廚師訓練班，同學們任
小廚師，將不同的食物材料配合一
起，做出很多美味的食物。

夏天最開心可以游水，你看我
們摺的魚仔一齊游水幾開心。
黃色的魚是我摺的，紫色的是
曦曦摺，橙色的是珀賢摺，岐
岐你畫的海水很舒服。

手印樹
全體幼兒合作畫
（象山幼兒中心）
由幼兒的小手掌印出樹木上茂盛
的綠葉。

非洲鼓合奏班
“1212 依支也也，依支依支也……..”
他們一邊唱，一邊打非洲鼓，真的很
投入和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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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是我，難免驚天動
地，其實我了不起….」我們
的空手道真的有板有眼，超
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