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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2019-2020年度已過了一半，近日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肆虐而停課關係，我們於二月起舉行的活動因而取消或延期。雖然如此，

我們在過去的半年仍有很多精彩的活動，至今還記憶猶新，回味無窮。今期的校園生活點滴

內容除有各班的學習活動及多個親子活動剪影外，更有以「安全圈Circle of security」為理念

來幫助幼兒建立安全感，從而回應幼兒的情感需要，促進他們心理健康的專題分享，盼望大

家能透過刊物對我們有更多的了解。此外，家長如對本園有任何意見，歡迎與我們聯絡。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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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親親孩子心 幫助孩子建立安全感

孩子一出生便懂得運用笑和哭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要。作為父母(照顧者)
，我們都希望孩子擁有健康的情緒，但是健康情緒郤不等於只有快樂，
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情緒，例如：悲傷、害怕、生氣、嫉妒等，都是
反映我們內心的感受和需要，能夠察覺和正視自己，學習適當地表達和
疏導自己的情緒，才是情緒健康的關鍵。

幼兒情緒發展的特徵

幼兒成長進程大致一樣，但進度郤因人而異，特別是情緒發展會受到生理、心理和環境
所影響，幼兒容易有反覆不定，時進時退的表現。照顧者能作好心理準備，明白幼兒的發展
里程，就能更掌握如何作出應對。

《二至六歲幼兒情意和群性發展特徵》

來源：衛生署《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

兩至三歲 三至四歲 四至五歲 五至六歲

• 與其他兒童相處
時只能各玩各的，
未懂得分享

• 在引導下
能夠輪候

• 會妒忌成人關心
別的兒童

• 容易發脾氣，但
也容易被其他事
情轉移

• 不喜歡被改變
• 開始對食物表現

喜惡
• 喜歡被稱讚，喜

歡穿漂亮的衣服

• 能夠自己玩，不
用成人陪伴

• 能夠遵從規則性
遊戲

• 懂得主動輪候
• 能夠辨別自己和

他人的物件
• 愛護幼小，

願意分享
玩具

• 較能接受成人的
勸說

• 提示下會打招呼，
說「多謝」、
「唔該」

• 能自律地在指定
範園內活動

• 與朋輩玩耍時能
遵守遊戲規則

• 愛護幼小，懂得
安慰別人

• 是非觀念模糊，
只知道被罰就是
做錯，被讚就是
做對

• 懂得說「請」、
「多謝」、「對
不起」

• 可以和陌生人對
話，不畏縮

• 能幫助成人
做簡單家務

• 能和3-5個
朋輩玩合作
性遊戲

• 明白「公平」的
原則

• 能夠服從大家討
論後的決定

• 能向他人解釋遊
戲規則

• 懂得玩棋類
遊戲、桌面
遊戲或參與
比賽

• 開始選擇自己喜
歡的玩伴

參考資料：青山醫院(2007)。《學前期兒童 情緒教育錦囊》。
衛生署(2012) 。《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套》。
衛生署(2017) 。《幼兒的情緒發展(上)：從零至兩歲》。
衛生署(2017) 。《幼兒的情緒發展(下)：3至6歲》。
衛生署(2017) 。《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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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安全圈

幼兒與照顧者的關係對他們的情緒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幼兒與照顧者之間
的情感連結被稱為「依附關係」，當幼兒從依附對象(照顧者)獲得安全感，感受
到支持、被愛和受保護時，便能建立良好的自尊自信、解難能力及人際關係。我
們可以從安全圈的概念加以理解：

成為幼兒的情緒教練

讓幼兒得到安全的依附，照顧者可參考美國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 John Gottman 所提
出的「情緒教練」的育兒方法。在他的研究中，有「情緒教練」父母的孩子反應敏捷、抗逆力
較強、專注力較高、情感反應能力較佳和自控能力亦較好。情緒指導有以下五個步驟：

(1)留意幼兒的情緒
照顧者了解幼兒的脾性，能夠透過幼兒的非語言或語言的表達來接收他們的
情緒，特別是內向或害羞的幼兒就更需要照顧者特別的關注來察覺他們的情緒。

(2) 為幼兒設立情緒空間
幼兒的任何情緒，都是一個與他溝通的機會，也是教導他們處理自己情緒的機會。所以照
顧者要為幼兒提供一個開放、包容和輕鬆的空間，讓幼兒表達自己的感受。

(3)接納並肯定幼兒的感受
接納幼兒的情緒不等同接納他們不恰當的行為。照顧者要向幼兒表示接納和肯定，就要設
身處地了解他們的感受，透過觀察他們的表情和動作，反映幼兒的感受，例如：「我知道
你擔心到喊咗出來(反映感受)，我諗你好想有人幫(肯定幼兒)，我可以點幫你?(提供協助)」

(4) 幫助幼兒認識情緒
照顧者可以運用故事和角色扮演幫助幼兒認識情緒詞彙外，
更能幫助他們準確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和紓緩情緒的方法。

(5)協助幼兒學習紓緩情緒方法
照顧者要讓幼兒明白解決困難三大原則：不可傷害自己、不可傷害別人、不可破壞物件

基於這些原則，可以為幼兒建議一些紓緩情緒的方法，例如：深呼吸、離開現場、尋找協
助、轉移注意或自我安慰的話等。

安全圈分上下兩個部份，照顧者就是
安全基地的手。上半部份是幼兒從安全基
地出發去探索，照顧者給予支持，當幼兒
遇到困難、情緒需要或其他狀況時，下半
部份為幼兒返回安樂窩(安全地方)尋求安
慰和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照顧者在照顧幼兒的
同時，也要好好照顧自己，補充
內心的能量，這樣才能有充足的
力量來照顧他人，成為幼兒穩健
的安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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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繪本

幼兒透過聽故事，可以認識不同的情緒詞彙外，更可在成人的引導下，分享角色中人物的感受

和經歷，以及他們面對困難時的處理方法。以下推介一些適合幼兒的情緒繪本，家長可在幼兒

園家長資源閣和公共圖書館內借閱，跟幼兒一起展開親子共讀之旅。

《彩色怪獸》

作者/繪圖：安娜‧耶拿絲
譯者：李家蘭
出版社：三采
適讀年齡：2歳以上

孩子經常因為無法察覺與辨識，而以生氣來
表現實質不同的情緒---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隻
彩色怪獸，情緒沒有對錯，學會區辨情緒，才能
讓情緒發揮正面的功能!!

本書以不同的色彩來幫助孩子認知情緒。
鮮紅的怒氣像火一樣猛烈；
傷心像是失去什麼東西那樣，也像綿綿的下雨天；
害怕是個膽小鬼，老是想躲在黑漆漆的地方。
平靜就像安靜的樹，也像迎著風的綠葉，能夠傳
染他人的快樂，
至於粉紅色……

《我是抱抱機》

作者/繪圖：史考特‧坎貝爾
譯者：黃筱茵
出版社：維京
適讀年齡：3歳以上

你相信抱抱具有神奇的力量嗎?
抱抱，將撫平所有憤怒與哀傷，帶來溫暖、被
愛與安全。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小朋友或狗狗貓咪，大
家都需要抱抱。

這個世界，請小心，他來了。他是可愛抱抱機。
無論你是大還是小、是方形的或長條、堅硬或
柔軟的，沒有人能抵抗也無法逃避他的抱抱。

你今天抱抱了嗎? 快張開你的雙手，將溫暖又
愉快的抱抱送給身邊的人。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作者/繪圖：史帝夫‧安東尼
譯者：柯倩華
出版社：親子天下
適讀年齡：3歳以上

你家裏也有一個「貝蒂」嗎? 
只要事情不如他的意，她就會立
刻鬧情緒…….

有一天，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但她不會剝
開香蕉皮。無論用手剝、用牙齒咬、用腳抓，都
剝不開。她氣得又哭又叫，兩隻腳踢上踢下……

幸好，大嘴鳥先生來幫忙了，「你不需要這
樣」，他一臉淡定的示範如何剝開香蕉皮，但當
剝好了，貝蒂郤又生氣了，為什麼呢?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作者/繪圖：賴馬
出版社：和英
適讀年齡：4歳以上

波泰是一隻會傳染噴
火病的蚊子，他喜歡吸壞
脾氣人的血！

有一天，愛生氣的阿古力被波泰叮了一
口，竟開始不停的噴火。對一隻怪獸來說，
不停的噴火有多不方便啊！阿古力燒壞了他
大半的家、煮沸了水池裏的水，及古怪國裏
的建築物，更加害了古怪國的其他居民於水
深火熱中，阿古力怎樣才能滅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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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活動

喂喂，你係邊個呀？ 大家一起塗顏色，玩泥膠！

畫畫畫... 我們一起看圖書吧！ 這是我的身體～

Hello，我們是幼兒園最小的Ｎ班小朋友
我們已經上學半年了，每天上學都有很多新奇
有趣的事物和活動，和朋友一起開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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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肌肉活動

我會在波波點上排隊等候。

生活自理

我自己交功課，放書包。

我幫忙大掃除。

拍泡泡

行平衡木

踏三輪車

集體遊戲

我自己用果醬搽
餅乾吃。

我們會自己穿脫衣物。

天氣乾燥，要塗
潤膚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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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點滴-幼兒班

K1幼兒上學已經大半年了! 從當初難以習慣與家人分離、需時適應環境的變化等，到現在能

投入參與學校各項活動，這有賴家長與學校互相合作，讓幼兒有所進步及成長。現藉此與家

長分享幼兒學習的過程與喜悅!

暑假升班禮 新生適應 認識新同學

 小組學習活動

在上學期，K1班幼兒進行了不同主題的學習，包括:自我認識、食物、聲音。幼兒透過不同

的小組學習活動，例如:分享自己及聆聽他人喜歡的物品、探索不同種類的食物、透過種植了

解蕃茄的成長等，掌握了不少相關知識!

種植蕃茄 投票選出喜歡的食物

參觀超級市場 彈鋼琴 分享帶回園的物品

“The box”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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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學習活動

自由的角落學習時間讓幼兒選擇喜歡的角落進行活動，過程中他們能操作教材教具鞏固所學，

亦能與同學一起玩樂，從而學會分享接納，享受群體生活的樂趣!

 寄語

我們很開心看到K1幼兒都有所成長，期望下學期再一起學習、經歷不同的事情，繼續開心、

愉快、投入幼兒園生活!

P.8



大家好，不經不覺我們已經由N班升至K2班，慢慢長大成為幼兒園的小哥哥和小姐姐，

在日常生活中學會如何照顧自己和他人之餘，也會幫忙老師保持學校環境整齊清潔。

今年還多了很多有趣的增潤活動，都是全新的體驗，就讓我們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是第一年參與「敢動!」課，透過音樂、生活中常見的物件，讓自己的身體與音

樂互相配合，從中認識和掌握自己的身體。除了要動身體外，我們還要學習進入

「安靜森林」，慢慢呼吸，安靜下來，感受四周的環境，老師說欣賞我們由當初只

會安靜一分鐘，現在漸漸能增至兩分鐘，體能和耐力也比前有進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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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小蜜蜂

2019年12月21日在大家見證下，我們宣誓正式成為新界第120快樂小蜜蜂的

銀蜂隊隊員，我們分別是勇氣組、愛護組和團結組，透過參與快樂小蜜蜂活

動，我們一起探索大自然、學會與朋友相親相愛。

我們除了在學校能學習到不同的知識外，公園也是一個

學習的好地方，老師會帶著我們去公園遊玩不同的遊樂

設施外，還能從中學習到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我們也

學會合作、輪侯等。你們看，我們在公園玩得多開心！

去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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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們是K3班。時間過得真快，眨下眼，我們都成為學校裏的大哥哥

和大姐姐，準備九月升讀小學了！幼兒園裏的生活多姿多彩，快來看看我們

有趣的校園生活吧！

在幼兒園，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動：我們可以學習普通話、透過「敢動！」課程探索身體

的律動、經過「比比和朋友」認識不同的情緒、以遊戲學習數學概念、去公園鍛鍊身體、

與小朋友合作製作小食嘗試……看看我們臉上洋溢的笑容，多麼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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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我們正在學習中國文化的主題單元，老師帶我們去茶樓一嚐各種點心的味道。我們

充當「小茶客」，用茶水清潔杯碗，畫點心紙，更自己探索使用筷子吃點心的方法呢！哇！

蝦餃、燒賣、鳳爪……茶樓裏的點心真好吃！

踏入冬天，天氣轉變了！我們觀察到每天的氣溫和路邊的大樹都有所改變，這次老師帶我們

到嘉道理農場和Green Atrium農莊參觀。在農場裏，我們看到黑白色的豬和粉紅色的紅鶴。

在農莊裏，我們更嘗試了種植玉米，看！我們的樣子多認真！真希望放假的時候，我們還可

以過來探望小動物和小玉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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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

齊齊來張大合照，1 2 3 笑！

校園活動花絮

今次目的地是大埔海濱公園，除了可以欣賞郊外的景色，感

受清新空氣之外，老師、家長與小朋友亦在輕鬆自然的氣氛

下玩不同的集體活動及遊戲，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七彩繽紛的汽球傘，好好玩！

做下熱身先！

媽媽，我捉到你條尾巴啦！

點樣穿過呼拉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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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遊戲

親子運動會

一年一度聯園親子運動會已於1月舉行完畢，當天家長與幼兒參與不同的親子遊戲、個人項

目及自由遊戲，互相發揮自信合作的精神，通過活動讓幼兒體驗運動的快樂，彼此享受一

同做運動的樂趣。

個人項目

自由遊戲

呢啲遊戲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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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慶祝活
動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充滿歡欣的節日。透過親子聖誕樹製作、聖誕聯歡會、攤位遊戲

等不同的慶祝活動，除讓兒童認識聖誕節之餘，亦讓家長與小朋友感受節日帶來的喜樂。

聖誕聯歡會暨小蜜蜂宣誓禮

我哋排排隊，準備上台表現啦！

我哋成為快樂小蜜蜂啦！

攤位遊戲，好好玩！

聖誕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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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鼠年慶新春，我們都為小朋友及家長預備好一連串的新春節慶活動。家長利用舊利是封製作

賀年吊飾、邀請長者來示範寫揮春、充滿熱鬧氣氛的迷你年宵攤位、除舊迎新的年廿八洗邋

遢及暖意滿滿的全園團年飯，大家都感受到新年帶來的歡樂氣氛。

家長茶聚 大家都很用心齊齊試玩及
製作幼兒童玩，一起體驗
箇中樂趣。

大人小朋友
正在探究不
同的小實驗，
你睇吓佢哋
玩得幾投入。

我哋準備食團年飯啦！

我哋要抹乾淨啲！

揀邊張揮春好呢！

婆婆寫的揮春好靚呀！家長用心製作新年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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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冬季至翌年春季，為流感的高峰期，時刻保持個人衛生是非常的重要，看看
醫生提供的小錦囊吧！

當生病時，戴上口罩能防止飛沫傳播，保護他人；即使身體健康，戴上口罩能預防生
病。看看如何正確戴口罩。

健康小錦囊

P.17

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



食材（3-4人）

雞蛋5粒

海苔粉適量

沙律醬2-3湯羮

鹽少許

步驟

1. 室溫雞蛋凍水落烚12分鐘，盛起後浸一浸凍水，然後去殻切碎備用；

2. 雞蛋切開一半，然後取出蛋黃，用羮壓碎，加入沙律醬和少許鹽攪勻；

3. 將已攪勻的材料放入實袋內，將袋口封好，在角位剪個小孔，將蛋黃唧

回蛋白內，加少許海苔粉上面便完成。

親子小食嚐試-海苔魔鬼蛋

科學小實驗-神奇的氣球

步驟

1. 把兩個氣球吹大並綁結。然後用繩把氣球綁在一起(如圖)。

2. 讓幼兒拿著繩的中間，會發現兩個氣球相互靠在一起。

3. 讓幼兒用絨布/絨毛衣在兩個氣球上摩擦，然後再拿著繩的中

間，會看到兩個氣球分開了。

材料

氣球兩個

絨布/絨毛衣繩

P.18

掃瞄二維碼可以

觀看製作方法影片

資料來源：Love Kelly’s Kitchen



親子體能遊戲 親子遊戲不但可讓幼兒活動身體，更能增進親子的關係，
遊戲不需要太大空間，在家也能一起玩啊!

資料來源：幼營喜動校園

3月27日(星期五) 生日會(2月及3月)

3月28日(星期六) 家長茶聚

4月9日(星期四) 復活節慶祝會

4月17日(星期五) 生日會(4月份)

5月8日(星期五) 生日會(5月份)

5月9日(星期六) 懇親會

6月5日(星期五) 快樂小蜜蜂結業禮

6月12日(星期五) 生日會(6月份)

6月24日(星期三) 端午節慶祝會

6月30日(星期二) 東華三院幼兒園聯合畢業典禮

7月17日(星期五) 生日會(7月份)

7月18日(星期六) 下學期家長日

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