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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在疫情中，教與學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
但深信主能使我們在「困難中得着安穩，疫境中亦有喜樂」。

地址：西貢將軍澳厚德邨德裕樓地下 校長：鄭小蘭女士
 G/F,Tak Yue House, Hau Tak Estate, Tseung Kwan O, Sai Kung
電話  Tel：2704 3222 網址 Website ：https://www.agns.edu.hk
傳真  Fax：2702 3060 電郵 Email ：info@agns.edu.hk 

2020 至 2021年恩苗集2020 至 2021年恩苗集

K3 小學派位
學校 人數
港澳信義會小學 10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5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1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1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
聖安當小學 1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
將軍澳官立小學 1
聖公會宣顯小學 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1
坪石天主教小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1

發展語言和思維能力  推廣品德教育  美藝培養  自由遊戲
生活體驗及實踐  家校合作  心靈教育  多元感官探索學習
發展語言和思維能力  推廣品德教育  美藝培養  自由遊戲
生活體驗及實踐  家校合作  心靈教育  多元感官探索學習

“疫” “樂”中 有“疫” “樂”中 有



2 3

「悠悠大海述說主
恩 廣 大， 神 慈 愛，
像雲彩；重重大山
述說主恩廣大，誰
能似，主愛我。」

「哈利路，哈利路，
哈利路，哈利路亞，
讚美上主……」

這是厚恩孩子們瑯瑯上口的其中兩首詩歌。他們在這
幾年的學習中有不同的成長，無論是身量、知識、智
慧、與人相處，還有他們對天父的認識及經歷。他們
學習敬愛天父，做天父喜悅的孩子，在生活中實踐聖
經的教導，又去學習愛人，彼此分享、互相幫助。他
們相信及倚靠天父，無論何時、何地或何處，天父都

與他們同在，看顧及陪伴他們。我們也鼓勵孩子們回
家與家人分享福音 ( 天父愛你、耶穌為你釘十字架、耶
穌為你復活、你要相信耶穌 )，叫家人也同樣得到及經
歷天父的愛。

孩子可以經歷天父豐盛的恩典，家長也可以同樣經歷。
聖經提到「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翰福音 10：10)「豐盛」這個詞在聖經原來
的文字意思是指非常高、無法測量、更多、有餘的、
數量豐富，大大地超過人所能期望或預期的。這位天
父是創造天地的神，滿有能力的主。耶穌來到世間，
釘在十字架上，替代我們的罪，將神的愛向世人顯明
出來。我們接受耶穌做救主，並讓祂管理我們的人生，
祂承諾給我們豐盛的生命，陪伴我們走過人生的每個
階段。你願意得著這豐盛的生命嗎？

生命因祢豐盛 黎丘綺玲宗教主任

親愛的校長、老師們及家長們，大家好！我是高班
邵宜正的爸爸。我很開心能夠與大家一同在這學校
經歷了六年的時光。這六年間，大家實在經歷了很
多前所未有，甚至是百年一遇的事情，如：鉛水事
件、社會動盪、世紀疫症 ......。但很感恩的是，每
一次主都親自保守，讓我們及孩子們都能平平安安
地經歷過去。

在這些事情中，當我看到我的孩子仍然天天歡喜快
樂地過着每一日的時候，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道
理，孩子的喜樂並不在乎於外間的環境，即使是再
糟糕、再差的環境也不會將他們的喜樂奪去。相反
地，在這些年間，我看見許多作父親或作母親的反
而是憂憂愁愁，失去了平安與喜樂的心。其實孩子
們的喜樂很單純，其中一樣是因為他們知道有爸爸
媽媽的陪伴，甚麼難處都不是問題了，難處並不是
消失，他們只要單純的依靠爸爸媽媽便已經足夠了。

其實今天也是同樣，我們有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父
神，沒有事是祂不能解決的，只是所有事情都有祂
一定的日期及計劃，祂不會隨便做事，更不會做錯
事。祂應許我們只要信靠祂，便能享用祂所賜出人
意外的平安，還有世人所不能奪去的喜樂，這實在
是可等蒙恩的事情。我實在盼望每一位作家長的都

一同來依靠孩
子們所認識的
天父，享受這
無語倫比的福氣。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

孩子們要走的路還很長，世界不斷在變，在成長的
路上，將來無可否認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難處及困境，
亦會遇到各種的試探及引誘。我們作父母的，更需
要與學校一同來到教導孩子，依靠天父來面對、去
戰勝他們將來的逆境，並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這幾年我很榮幸在家教會裏，與學校及各位家長委
員一同服侍孩子及家長們，在各式各樣的活動中看
到老師們及各位委員默默的付出，並家長們的投入
及孩子們純真的笑容，令我十分感恩。最後，我希
望各位家長及每一個孩子都能夠在這滿有福音負擔
的學校裏，認識這位何等愛我們的天父，經歷祂的
同在與豐盛的恩典。

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篇

主 席：邵良智先生 ( 邵宜正家長 )
副主席：張王小芬女士 ( 張睿謙家長 )
文 書：林詠安女士 ( 余卓朗家長 )

財 務：鮑素萍女士 ( 梁琦樂家長 )
聯 絡：林珮琪女士 ( 黃靖皓及黃靖睎家長）
康 樂：馮鄧瑨瑜女士 ( 馮信霖家長 )

2020-2021 年度家教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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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篇
「學習就是遊戲，而遊戲是每個幼兒最喜愛的活動。」所以，要讓幼兒體會到活動的趣味，自發的學習
動機便會產生，以幼兒為中心，從幼兒的生活經驗出發，全面而均衡地作出編排。幼兒能將已有經驗聯
結新的經驗，從而建構知識，解決及學習生活實際問題。

「從幼兒的角度出發，通過有趣的活動，從遊
戲中學習，聯繫生活，旨在引發幼兒的學習動
機，以培養學習興趣、推動全方位學習為依
歸。」讓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幼兒從遊戲中學習
和成長。

參考資料：學前教育報

幼稚園駐校社工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來自循道
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
駐校社工李姑娘！ 

不知不覺已在厚恩幼兒
學校差不多三年了！很
高興認識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知道我的
工作是什麼嗎？幼稚園駐校社工會定期舉辦幼兒小組、
家長講座、親子工作坊，亦會跟進個案輔導工作、遊
戲治療、評估轉介、家訪等。此外，我亦會舉辦教師
培訓活動，支援學校的需要。

除以上工作之外，大家最常見到我應該是在門口「迎
賓」，歡迎小朋友回來。我很享受這段時間，就像歡
迎每個寶貝回家。大家可能看不到的是我會觀課，了
解小朋友的表現、社交，也會陪他們吃茶點、帶他們
去洗手間等等，全面地與小朋友建立關係，了解他們
的能力和需要，並再與家長溝通。

本年度，我們安排了「李姑娘故事時間」小組，每個
月有一至兩次入班與 K2 幼兒進行德育分享。由於經
常觀課及與老師溝通，我對 K2 班幼兒需要也有深入了
解。他們在個人層面上有時會較為欠自信，遇到難題
不懂解決；在社交層面則較需要提升同理心，了解身
邊不同人的需要，多些接納與欣賞；在家庭及社會層
面，則需要認識何謂合宜的身體接觸，學習保護自己。

我會透過繪本故事作引指，引導幼兒思考及討論不同
課題，不要小看他們年輕，有時孩子純潔的心，比大
人們更大智若愚呢！記得有孩子曾面對離世的問題，
我們透過繪本與孩子作生命教育，用溫柔和愛去記念

親人和寵物。另外，他們也面對著移民、轉校等問題，
透過繪本，我和孩子們一同了解什麼是移民、什麼是
離別，透過分享心聲、表達愛意作道別，並且加上對
將來的盼望，為孩子作好心理準備。

感謝各位家長的信任，讓我能與大家一同見證幼兒的
成長，也與家長們一同經歷了生命中的高山低谷。感
恩有天父的帶領，讓駐校服務與學校、教會一同合作，
為幼兒和各個家庭提供適切介入，與大家同行。

疫情稍有緩和，但生活仍未如常。有些小朋友已忘了
我的樣子，只記住了我戴口罩的模樣。幸好有入班的
德育時間，讓我跟他們分享以前的照片，分享我的生
活，尤其我兩隻貓貓，他們很喜歡問我有關貓貓的事。
我很喜歡分享我的所見所聞，也鼓勵他們自由分享心
事、趣事，在這些寶貴的分享中，我們的關係拉近了，
小朋友也學習了很多重要的價值觀，例如失敗了不要
緊、包容和寬恕、愛的力量最大。

盼望在不久的將來不用再戴口罩，能與大家實實在在
的見面、聊天，分享更多生活點滴！

祝願大家來年平安、健康！

主恩滿溢！

李佩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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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背起書包，穿著整齊的校服，精神抖擻的回到學校。校園生活多姿多
彩，他們不但能認識新同學，還能一起遊戲和唱歌。老師因應幼兒的學習
需要和能力，在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下，讓他們建構知識，建立自信，以
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幼兒會到不同區角，透過課
室裏的教具自主學習。

認知學習：    

幼兒學習收拾玩具，建
立自理能力。

自理學習： 幼兒運用不同美藝工具，
創作不同圖畫作品，看
看他的車輪畫多美呀！

創意發展：

幼兒透過不同的遊戲建立社交技
巧，他們互相合作，你一塊，我一
塊，疊起積木。

社交發展：
幼兒能享受不同的體能遊戲，看着

他們模擬駕駛小汽車， 平平安安

上學去，真開心！

體能遊戲：

幼兒學習跟著老師一起唱歌，
還會利用小道具演繹歌曲。

藝術發展：

幼兒對新校園充滿好奇心，他們 
會專心聆聽老師介紹學校的設施。

探索校園： 

課程篇 N1 班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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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剪影 

為讓幼兒加深對「衣服」的認識，N1 班幼兒與老

師一起利用圖片建立學習網，透過不同探索活動學

習及建構對「衣服」的概念，如：布料、購買過程、

功用等，培養他們自主學習態度。

建構學習網 防水布料實驗

衣服設計師  模擬買衣服遊戲

衣物回收運動會  小小模特兒 



6 7

「方案教學」的目的是強調著幼兒自主學習，透過他們的生活經驗、興趣，
以及與老師和同儕的互動探討中，培養幼兒解決問題、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上學期以「食物」為題，幼兒揀選了麵包進行深入的探究，他們透過資料
搜集、閱讀圖書、訪問及生活經驗來進行麵包的製作。

麵粉是製作麵包的重要材料，它是

白色的，感覺很舒服！

我們邀請了廚師示範製作麵包，並

把過程記錄下來。 

我們製作了不同形狀的麵包，並邀
請校長、主任和老師來品嚐。

我們在投票，選出了最想探討
的食物—麵包。

我們再次挑戰製作麵包，這次我們懂
得利用電子磅和量杯量度材料啦！

我們終於搓成不同形狀的麵粉團，

現在要把它們放進焗爐。

K1 班方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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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剪影 

五感發展是幼兒成長的必經階段，幼兒得到均衡發展，

不但能有效刺激腦部發育，開拓潛能的鑰匙；在不同的

特質及心理素質上也會相對成熟出色。因此，本校幼兒

的日常課程會透過五感進行學習，主要利用視覺、聽覺、

觸覺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從而豐富幼兒的大腦學習，

並進一步培養他們的創意、專注、問題解決等能力。

幼兒透過用眼睛觀察兒時的樣貌，
發現自己已長大了。

幼兒透過角色扮演學習普通話，
鞏固詞彙的發音。

幼兒透過樂器演奏去探索音樂世
界，激發他們的音樂細胞。

除了老師說故事外，幼兒亦會與同
伴嘗試閱讀圖書，有助其語言學習
及認知發展。 

幼兒透過視覺的提示學習認讀文字  

在遊戲過程中，幼兒亦需要聆聽老
師的指示，學習遵從。

幼兒透過車輪畫創作增加了其視覺的刺激，
同時也提供了表達想法的渠道。幼兒與同伴透過親身體驗

去自由建構一座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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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日常生活中乘坐過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是次方案教學活動以「 交通」為
題。他們通過圖畫分享討論出他們最感興趣的交通工具為「港鐵」。活動時，幼
兒於圖書館主動地搜尋相關資料，運用資料互相展示和討論車廂內的設施，並走
出課室蒐集製作港鐵站的用具。期間，他們嘗試分工合作，善用溝通及聆聽共同
製作出一個模擬港鐵站。最後，他們運用自己製作的八達通乘搭港鐵。過程中，
他們滿載笑聲投入地玩樂。

另一個方案教學活動則以環繞幼兒生活經驗上遇到「幫助我們的人物」為題，在
眾多幫助我們的人中，他們展開投票並選出「消防員」為他們最感興趣的工作。
活動時，幼兒帶了很多相關的消防玩具車回校分享並討論出消防員日常的工作。
此外，他們亦彼此幫助一同蒐集物資回到課室製作出消防局的場景。最後，他們

合作地創作出一齣「救火大行動」的小劇場，表
演精彩萬分。  

K2 班方案教學    

我們製作的消防員安全帽真有趣！

小小消防員到達火災現場，他們利用水喉
救火，成功地將被困的市民救出來了！

我們正向同伴分享在圖書室找到的資料。

我們與同伴一同合作尋找需要使用的物料。

我們將蒐集的港鐵 相片
貼在課室四周牆上。

這是我們製作的港鐵車
廂。

齊來分工合作，製作港
鐵入閘機。 

我們學校資源真豐富製作
港鐵入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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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剪影 
活動
剪影 

社工李姑娘利用繪本推行品德教育，推展品德

教育，培養幼兒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

促進幼兒全人的發展。    

我們進行角色扮演，扮作陌生人悄悄話。 扮作陌生人摸摸頭，看看我們的反應。

李姑娘和我們說故事並教我們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

齊來看看到底陌生人的行為是否正確？ 我們不可相信陌生人！



10 11

這次方案活動是以幼兒最感興趣及環繞他們生活經驗的「玩具」為題。活
動的過程由幼兒作主導，他們通過自主的計劃、搜集資料、討論、決策、
實踐、調節、製作和總結去發展全人教育，讓他們在靈、德、智、體、群、
美等多方面均有得著。

玩具店開業，歡迎來參觀！

幼兒分工合作，搜集不同物資和

製作玩具店。

我們負責剪裁圍裙。    

幼兒學會了仔細地計劃要借用的物品
和數量。

幼兒分享所帶回來的玩
具及資料，並進行記錄。 

幼兒嘗試利用不同的
方法搜集資料，如︰
上網、訪問及參觀玩
具店等。

幼兒在聆聽繪本《甚麼 ? 

它們有話說。》的故事後，

對玩具產生了興趣。 

幼兒透過討論及投票，

達成共識後再製作玩具

店。

K3 班方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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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剪影 
活動
剪影 

小一模擬課程旨在為高班幼兒認識小學的精彩

生活，透過在校內進行小一模擬課堂學習，如︰

調適家課、學習寫手冊、模擬課室設置、常規

和作息時間等，讓幼兒逐步適應小學的學習模

式，為幼兒在心理和情緒、生活習慣和學習各

方面，作好升小一的準備。

幼兒最期待的小息來了，一起猜皇帝吧 !  小息時候，我最愛和同學去圖書館看圖書。

有韻調的旋律，加上輕快的節奏，
原來樂器可以好好玩。

幼兒正學習英文字母的輸入方法。

幼兒積極和投入上課的情況。   視覺藝術，是我們最喜愛的校園活動 !



全校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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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贈閱計劃  到校護脊操訓練  

親子運動會 ( 網上直播 ) — 領獎時刻到了 !  

復活節慶祝會 — 製作復活籃   

聖經週 — 兒童崇拜             

加油！加油！  

漂亮的一腳，中龍門了！

繪本故事藝術活動  

手工藝術

中秋節慶祝會 — 你看！
我的燈籠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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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活動花絮

科研週 — 製作影子 混色遊戲
科研週 — 發射火箭 

遊戲週 — 觀察水的流動 

衣物大翻新    
壓畫藝術週 — 繪畫人像 

製作陶瓷 

沙灘排球迷宮遊戲 

2020-2021 網上直播結業禮 — 愛心小天使頒獎   各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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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活動

內地老師到校培訓視覺藝術活動 

 老師進行多角度繪畫活動

配合教育局「小手作
及資源套」計劃，本
校按兒童為本的原則
及需要，在不同的學
習 範 疇 中， 以 教 材
及二維碼 (QR code)
為 家 長 和 幼 兒 提 供
「親子童趣學習資源
套」。

為了在抗「疫」路上，營
造正面氛圍，讓師生認識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的生活態度，勇敢面對生
活和成長的機遇和挑戰，
本校參加了短片創作活
動，並榮獲嘉許獎。

這是我們得獎的作品

本校榮獲教育局短片創作比賽優異獎

老師在網上教我們進行科學實驗

我們又可以回家進行小手作了！

「小手作及資源套」  

教育局「我的行動承諾」—「疫情反思」  

「校本教師培訓」「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
協作計劃」

 「幼兒創意美藝教育的教
學竅門」

「安吉自由遊戲」培訓講座

「安吉自由遊戲」



畢業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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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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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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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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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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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Abundant Grace Church 

Abundant Grace Nursery School

 這年在疫情中，教與學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
但深信主能使我們在「困難中得着安穩，疫境中亦有喜樂」。

地址：西貢將軍澳厚德邨德裕樓地下 校長：鄭小蘭女士
 G/F,Tak Yue House, Hau Tak Estate, Tseung Kwan O, Sai Kung
電話  Tel：2704 3222 網址 Website ：https://www.agns.edu.hk
傳真  Fax：2702 3060 電郵 Email ：info@agns.edu.hk 

2020 至 2021年恩苗集2020 至 2021年恩苗集

疫中有樂疫中有樂

K3 小學派位
學校 人數
港澳信義會小學 10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5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1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1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1
聖安當小學 1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
將軍澳官立小學 1
聖公會宣顯小學 1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1
坪石天主教小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1

發展語言和思維能力  推廣品德教育  美藝培養  自由遊戲
生活體驗及實踐  家校合作  心靈教育  多元感官探索學習
發展語言和思維能力  推廣品德教育  美藝培養  自由遊戲
生活體驗及實踐  家校合作  心靈教育  多元感官探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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