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周遭的環境，一事一物，都
是美學和藝術的表現；同樣地，藝術也存在於孩子每天的活動中，我
們不經不覺地與藝術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關係。那麼，藝術與孩子的學
習有甚麼關係？藝術對他們的影響有多重要呢？

幼兒對世界充滿好奇和童真的想法。多元化和富趣味的藝術創作、
展示和欣賞活動，可發揮和培養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且形式豐富
的藝術媒體和活動也能擴展幼兒的感官經驗，有助他們認識世界，促
進認知能力的發展。此外，透過豐富的藝術符號和語言作為溝通媒介，
幼兒以視覺、聽覺、觸覺和身體動態等感官能力，從藝術創作中抒發
情感和表達意念。由此可見，幼兒受藝術的薰陶，除了能建立對藝術
的興趣外，更可發展終身學習的態度，並促進人格的正面發展。

因此，本校著重培育幼兒藝術的發展，近兩年亦以「藝術與創意」
作為學校關注事項之一，透過編排不同類型的美藝活動，包括創作圖
畫、立體手工、美藝欣賞等，藉此培養幼兒對周遭事物的觀察力、想
像力、表達力和追求美的能力，促進幼兒全面的發展。

總括而言，藝術能有助幼兒學習，對他們各方面的發展有著重要
的影響。老師及家長應鼓勵幼兒多從藝術的角度欣賞生活事物、進行
多元化的藝術活動和透過創作抒發自己的情感，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和
創造力，培育幼兒成為一個小小藝術家吧！

校長及老師參觀梵高展香港 2019~「梵高在世：多感官體驗展覽」，欣賞梵高的作
品，又能置身於藝術繪畫中陶冶情操，啟發對藝術創作及想像的靈感。

學校邀請香港兒童美術及教育協會翁善強先生舉辦美藝工作坊，豐富老師在美藝上的知識，並應用於教學上。

誰是小小藝術家？誰是小小藝術家？

老師也要藝術老師也要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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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班活動花絮預備班活動花絮

好香呀 !!

呢條路係凹凹凸凸㗎 !

小心啲，唔好倒瀉呀 !!!!

一齊嚟打邊爐啦 !

等我整個心心啫喱先

加對眼睛就可以變成熊仔飯糰啦﹗

預備班預備班

粟米 POP 一聲變爆谷﹗
將啲飯糰材料混合埋一齊先 !

飯糰好味道呀 ! 

我想請爸爸媽媽食啫喱



火車飛快，快啲黎坐火車啦！ 1,2,3 開始跳舞啦 Yeah ！

我想畫個公園，你哋畫緊咩呀？

等我哋敲下個煲聽下會發出咩聲音先！

幼兒班幼兒班
幼兒班活動花絮幼兒班活動花絮

我哋一齊砌咗個

城堡，靚嗎？

睇吓小朋友平時鍾意同屋企人做咩活動先。

大家一邊唱歌，一邊拎住樂器伴奏，很好聽呀。

Miss Gisele

同我哋一齊玩 !

原來水果有唔同嘅顏色、質感，

味道都好唔同。

你睇我搓咗個包，請你食吖﹗



低班活動花絮低班活動花絮
低班低班

哈哈！我哋好似喺迪士尼玩緊

咖啡杯咁，轉啊！轉啊！

學校的環境佈置真美麗！幼兒正在用

小相機拍攝最喜歡的環境佈置。

幼兒進行鬥快傳波子比賽。

「加油！加油！快啲！快啲！」

幼兒喜歡玩「糖黐豆」集體遊戲。

幼兒準備演唱歌曲 “The wheel 

on the bus”「我同媽咪一齊整咗

架巴士，你哋覺得靚嗎？」
幼兒成功完成精彩的才藝表演！

感謝梁校長和梁姑娘擔任評判

「哇！帳幕好大啊！」

幼兒正在模擬到郊外野餐。

幼兒一起品嚐自己製作的新年食品—湯圓！

「我食到朱古力味湯圓，你呢？」

我表演跳中國舞，請大家細心欣賞！
幼兒共讀圖書，一起發掘閱讀的樂趣！

我同好朋友一齊砌積木，砌咗公主城堡。 我哋一齊玩燈籠，好開心啊！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高班小一模擬活動高班小一模擬活動
高班高班

好大嘅戲棚啊﹗

今日風和日麗，我哋嚟到香港濕地公園參觀﹗

我哋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啦﹗

蔬菜要輕輕放進鍋裏﹗ 好大嘅招潮蟹同彈塗魚啊﹗

我哋穿過時光隧道，

見到以前嘅人會自己種菜食﹗

我哋仲去咗探貝貝添﹗

我們準備好材料煮菜湯啦﹗

原來我哋平時食嘅薯條有好多油㗎﹗ 3‧2‧1‧ 氣球火箭發射！

喂﹗喂﹗聽唔聽到啊？

以前嘅人生活不容易啊﹗我哋要珍惜現在呢﹗



特別活動特別活動 給幼兒給幼兒 ~ 關愛照顧  愉快學習~ 關愛照顧  愉快學習

透過參觀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幼兒認識益力多的生產過
程，知道飲品製作的程序。當日，幼兒進行了不同的小遊戲，又參
觀工廠的生產線，並品嚐益力多和觀賞影片，幼兒都感到很愉快，
並享受參觀的樂趣！

超級市場與幼兒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幼兒透過親身體驗到超級
市場參觀，不但能認識超級市場售賣的物品及擺放貨品的方式，還
能學習到超級市場購物的程序和不同付款的方法。

為讓幼兒對交通安全有更深的認識，提升幼兒對道路安全的意
識，本校安排高班的幼兒參觀秀茂坪交通安全城。

低班參觀「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低班參觀「香港益力多乳品有限公司」 高班參觀交通安全城高班參觀交通安全城

低班參觀超級市場低班參觀超級市場

透過健康火鍋日活動，幼兒能認識食物的生熟變化，亦能鼓勵
他們嘗試進食不同種類的食物，以培養均衡飲食的習慣。老師與幼
兒認識吃火鍋的用具，還介紹了幼兒帶回來的各種食物，過程中，
幼兒不但能觀察生熟食物的變化，還能一起品嚐火鍋食品，享受吃
火鍋的樂趣。

幼兒班健康火鍋日幼兒班健康火鍋日

「大帽山大冒險」探索活動是讓幼兒真正接觸大自然的好機會。
這次幼兒走出課室，來到香港最高的山嶺──大帽山，他們透過親身觀察、探索，認識

郊野中常見的動植物，明白到大自然對我們的重要性，學習欣賞及愛護它。

我們帶了很多不同種類的
火鍋食品回校。

火鍋食品真好吃啊！

大合照時間！ Yeah ！

幼兒與益力多姐姐
進行小遊戲

幼兒留心聆聽警察姐姐講解
交通安全知識 感謝警察姐姐教導我們，

一起合照留念吧

人人都要遵守交通規則哦﹗ 紅燈停，綠燈走
我哋準備入去工廠睇生
產益力多嘅過程啦！

陳老師和我們發現了很漂亮的杜鵑花。 來張大合照記錄我們這次有趣的野外學習。

我要把火山岩的花紋好好
記錄下來。

 我們第一次在帳篷午睡。

楓香的形狀和氣
味都很特別﹗

哇！好多益力多啊！
同益力多車一
齊影相先！

幼兒能嘗試不同的食品，
Yummy yummy!

等我自己試下剝
蝦殼。

幼兒都很留心聆聽老師介紹
火鍋的用具和食物。

我哋排隊俾錢啦！
我哋買完嘢啦，一齊影張大合

照啦！ Yeah ！

幼兒互相分享自己
想買的物品。

哇！原來包米好
重㗎！

「我想用八達通俾錢
啊！」嘟！

高班大自然探索活動 ~「大帽山大冒險」高班大自然探索活動 ~「大帽山大冒險」



Happy HalloweenHappy Halloween

嗇色園學前教育機構聯校親子樂步行：嗇色園學前教育機構聯校親子樂步行： 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為迎接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日子，本校舉辦聖誕聯歡會，讓幼
兒共同佈置學校環境和參與聖誕樹吊飾設計比賽，當日各班在派對
中一起唱歌玩遊戲，增進幼兒間的互動，感受聖誕節歡樂的氣氛。

親子旅行 ~ 赤柱樂遊綜親子旅行 ~ 赤柱樂遊綜

起點 ~ 灣仔陽明山莊，終點 ~ 大潭上水塘起點 ~ 灣仔陽明山莊，終點 ~ 大潭上水塘

透過既溫和而有益身心健康的步行活動，讓小朋友在大自然中
舒展筋骨，呼吸新鮮空氣，欣賞優美的環境，並享受家庭樂。

春節到來，為讓幼兒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及感受節日熱鬧的
氣氛，每年學校都會舉辦新春同樂日。當天幼兒試吃了不同種類的賀
年食物、製作新年吊飾和寫揮春，並嘗試舞獅和打鑼鼓，現場還有攤
位遊戲。大家一起拍張賀年照，吃過團年飯，瀰漫著濃厚的節日氣氛。

新春同樂日新春同樂日

當日幼兒都特意裝扮，很有趣吧！

恐怖箱究竟會有
甚麼東西呢？

在校監和校董們發號施令下，大家起步了！

社工梁姑娘亦有
到場和幼兒玩遊
戲，鼓勵我們表
達對父母的愛。

我們輕鬆愉快地到達所有任務關卡，
收到好多禮物呢！

到達終點了！大潭上水塘
的風景真優美！

小老鼠吊飾完成了，Yeah ！ 賀年食品款式多，選擇哪款呢？

醒獅也向小朋友拜年啊！嗇色園主辦可愛幼兒園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要將「大吉」揮春送俾爸媽﹗

猜到我們在扮甚麼嗎？ 好好味的聖誕大餐﹗

當然要記錄快樂的一刻啦﹗
開心遊戲時間！

Trick or treat ﹗﹗﹗
不給糖就搗蛋﹗

嘩﹗快給我糖﹗

集體遊戲真好玩﹗

親親我的小寶貝，來
一張甜蜜合照吧！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活動又來到了﹗當日全校幼兒都悉心打扮，
透過不同的活動，如：萬聖節 Cat walk show、Trick or treat 討糖和
萬聖節 check point 等，讓幼兒能夠感受節日氣氛，體驗異國的風
俗文化，並鍛練幼兒的勇氣和膽量。

為讓家長與幼兒一同舒展身心，感受大自
然氣息，本校特意舉辦親子旅行日，安排幼兒
和家長在老師的帶領下到赤柱正灘進行「親子
沙灘球」、「沙灘小畫家」、「親親我好嗎？」、
「大手與小手」等任務及集體遊戲，當日幼兒、
家長與師生歡聚一起，全程有說有笑，樂也融
融。大家歡度了愉快的一整天！

這麼漂亮的環境來張大合照！笑 ~

我在沙上畫
了一輛巴士

Yeah ﹗
完成任務啦 ! 



家長教師會活動家長教師會活動 與家長與家長 ~ 攜手協作  培育幼兒~ 攜手協作  培育幼兒

聯校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花絮聯校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花絮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花絮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花絮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名單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名單

園訊編輯委員會   顧問 : 梁妙珠校長    策劃 : 梁淑儀老師    編輯 : 楊建欣老師、梁鳳蓮老師、李椏楠老師、李梓鈴老師

主       席 : 王燦玲女士 顧      問 : 梁妙珠校長

秘       書 : 劉靜陽女士 副  主  席 : 梁鳳蓮老師

司       庫 : 陳妙珠女士 副  秘  書 : 羅詠琳老師

總活動統籌 : 倪雅韻女士 副  司  庫 : 李詠恩文員

副活動統籌 : 譚潤珠女士 副活動統籌 : 楊建欣老師

總       務 : 孫藝洋女士 副  總  務 : 黎舜飴老師

總  編  輯 : 黃千蓉女士 編       輯 : 歐陽潔賢老師

副  編  輯 : 李丹婷女士 副  編  輯 : 李梓鈴老師

我們的投影燈漂亮嗎？ 我和爸媽合力製作發條玩具。

加油！我們的望遠鏡好
快完成啦 ! Yeah ！我們製作的小風車真好玩！

出發啦！我們一起去遊覽黃大仙
祠內的「從心苑」。

家長及教師委員一起聚餐

嗇色園學前教育機構中央校董會校董李家星先生
頒發家長教師會委員委任狀

主禮嘉賓嗇色園學前教育機構中央校董會黃植煒校監
和校董們與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會員大會完畢，幼兒和家長積極參與會員大會完畢，幼兒和家長積極參與

「親子遊戲工作坊」活動「親子遊戲工作坊」活動

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委員與在場家長玩「有口難言」互動遊戲

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助

幼兒班表演「快樂的一天」預備班表演唱遊「螞蟻搬豆」

低班表演「蹦蹦跳」 高班表演「I Iove sunsh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