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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及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聖公會荆冕堂士德幼稚園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幼兒中心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及
聖保羅堂幼稚園(中環)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堅尼地道)  

	 很感謝上主恩典，藉聖雅各福群會過去數年的努力，並得優質教育基金

的支持，讓我們的小孩子透過「品格生命樹」計劃得以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有所成長，從而建立健全身、心、靈的生命。

	 我們更喜見「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成效

評估報告及教材套完成製作，並讓各校參閱及使用。

	 這一期計劃的特點是廣闊孩子的閱讀（包括繪本閱讀），這是一個十分

值得提倡的事，特別在現時電子化年代，能透過閱讀有關品格課題，使他們能

接觸一個超越他們只在電子媒體得到的世界，是現時建立孩子生命體驗及品格

建立的重要途徑。

	 我盼望這一期的成效評估報告及教材套能為各教育工作者帶來教育使命

的鼓舞，使我們在這「是非無常」的世代中，給孩子們灌輸從上主而來的品

格，能珍惜大地、愛護眾生、肯定自己、接納他人。

願主祝佑大家！

兒童的品格成長需要循循善誘，逐漸薰陶，不能夠一蹴即至。他們的	

成長，需要家庭及學校兩方面的共同努力，才會達致有效的成果。「品格生命

樹」便是一個學校和家庭彼此合作，以成長理論為基礎，藉着用心的設計，和

兒童感興趣的活動，來達致引導兒童成長的目的。

第三期的設計，除了沿用過去以「正向心理學」、「敍事進路」、「廣闊

閱讀」及「繪本閱讀」四方面的理念和方法以外，更增加了讓幼兒們彼此分享

故事，不但令他們加強了自我的表達，更讓成年人進一步了解兒童的內心思想

和感受。過程中選取了一些優質繪本，不但令兒童學會一些成長的知識，更能

增强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和能力。

我衷心欣賞整個計劃的策劃者和執行者，他們認真地和充滿熱情地，去	

幫助兒童們成長。相信每一個參加的兒童，都能透過愉快的學習，建立更優美

的品格。

陳謳明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

彭培剛法政牧師
宗教教育中心主任

序

1



周惠賢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高級講師

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Herac l i tus 	 曾說：「品格就是命運」

(Character	 is	 destiny)，意思說，成功的因素有很多，而人的品格佔了很大的比

重。才智是天生，但養成良好的品格習慣可以幫助人面對人生抉擇，懂得人際交

往，發揮才能，圓善人生目標，貢獻社群。

培育品格最好從幼兒階段開始，因為幼兒階段是品格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期。培育

品格猶如栽種小樹苗，小樹苗能長成參天大樹需要悉心料理、充足養料、穩固根基和

時間的累積。回顧過去三期（2015、2017及2019年）「品格生命樹」（幼兒品格	

培育計劃），聖雅各福群會的同工懷著教育使命，小心翼翼捧著每顆「品格培育種

子」，到各參與學校共謀商議，齊心協力發展出一套「校本幼兒品格培育」課程、	

活動及教學法，盼望各參與學校在幼兒品格教育課程上奠下良好基礎，協助幼兒從小

培養良好品格質素，日後成為有正向能量的社會棟樑。此「生命樹」雖尚未稱得上	

「參天」，然而計劃至今，已經累積有13間夥伴學校合共培育超過3000名幼兒，這	

實在讓身為教育工作者一份子的我感到十分鼓舞和感動。

	 過去三期的「品格生命樹」都以美國正向心理學家Peterson與Seligman	

歸納出來的六種美德（並延伸出來二十四個品格強項）作為培育幼兒品格的藍本，即

仁愛（愛心、仁慈、社交智慧）、智慧與知識（創造力、好奇心、喜愛學習）、勇氣

（勇敢、堅毅）、公義（合群）、節制（寬恕、自制力）、靈性及超越（欣賞美麗與

卓越、感恩、希望、靈性）。這些品格皆屬於人格中的正向特質，能發揮個體優勢，

使生活更有意義、更加美滿愉悅。從教師和家長蒐集得來的回饋中，我們喜見幼兒透

過課程學習，在校園、家庭及生活場所中，將所學得的品格具體實踐出來，散發正向

能量。這些實質的生命經驗，定能為幼兒正向成長提供所需養料。

	 另外，「品格生命樹」也輔以繪本為媒介，為幼兒建立良好閱讀習慣，打下	

重要根基。閱讀是人依靠腦中的已有知識、主動獲取資訊，從讀物中建構意義的一個

過程。我們深信閱讀是所有學習活動和汲取知識的開始，品格學習也不例外。故「品

格生命樹」三期的設計理念均緊扣連著閱讀活動，以「敍事進路」的方法帶幼兒進入

書本世界。教師先從幼兒的生活經歷開始，然後帶領幼兒進入故事情節當中，經歷	

故事主角的遭遇；之後教師邀請幼兒分享所感所思，最後與幼兒探討如何將自己的	

想法在生活中實踐，並從總結中去鞏固有關的品格學習。在首兩期的成效下，我們在

第三期計劃的繪本閱讀中加入「廣闊閱讀」的概念，進而擴闊幼兒的視野，啟發他們

更大潛能。

「品格生命樹」以品格成養分；讓閱讀來打造根基。我們相信「一切好的東西，

需要時間」（Good	 things	 take	 time）。期望未來在推行品格教育的路上，有更多

同行者參與，讓推行團隊壯大，令幼兒品格培育成為一遍參天樹林﹗僅此，再次感謝	

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聖雅各福群會對品格教育的大力推行，及宗教教育中心在選書

上不遺餘力的支持，以及13間夥伴學校的參與，才能成就今天得來不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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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芝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

聖雅各福群會於2015年及2017年承蒙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聯同香港中文大學	

周惠賢博士和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為合作伙伴，並與七間幼稚園推行第一期	

「品格生命樹」－幼兒正向生命成長計劃，及第二期－幼兒品格教育栽種工程，活動

獲得教育界的支持及正面回饋。

有見持續培育幼兒品格成長之重要性，團隊於2019年第三次攜手，並再次得到	

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開展第三期「品格生命樹」－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	

計劃，與聖保羅堂幼稚園(中環校及北角校)、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聖公會	

荆冕堂士德幼稚園、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	

幼稚園、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堅尼地道)和銅鑼灣幼稚園幼兒中心	

等校，同心推動家校合作，發展幼兒正向品格。

雖然在計劃推行最後階段遇上疫情，被迫停學，團隊並沒有停止計劃推行。	

反之，與各參與幼稚園通力合作，製作教學短片，課堂以網上形式教授；同樣親子	

活動也改在網上進行，喜見家長及幼兒均投入參與。此外，工作團隊更額外設計及	

製作「在家親子閱讀錦囊」，教授家長進行繪本閱讀之技巧，讓幼兒繼續得到品格	

教育學習及發展機會。

在此，再次感謝優質教育基金、宗教教育中心、計劃顧問周惠賢博士、陳謳明	

大主教及彭培剛法政牧師的支持，以及工作團隊的努力；並向參與計劃的幼稚園致以

衷心的謝意。特別在停課期間，各人仍保持正向樂觀的心態迎難而上，使計劃最終	

能夠順利完成。此計劃報告及教材套乃集結了各方的努力編製而成，我們期待將來	

有更多機會與各界分享及交流，為培育幼兒品格和成長貢獻多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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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2017/0922，

下稱「本計劃」)為「品格生命樹」－幼兒正向生命成長計劃(2013/0943，	

下稱“第一期計劃”)及「品格生命樹」第二期－幼兒品格教育栽種工程

(2015/0705，下稱「第二期計劃」)之延續發展。三期計劃自2015年至2021

年間，獲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之周惠賢	

博士、宗教教育中心伙伴協作，並得到十三間香港聖公會幼稚園的大力支持

下推行。三期計劃合共超過9,500名幼兒及家長受惠，當中更有家長重點接受	

正向教育相關的培訓活動；計劃亦先後培訓了超過250位教師，齊心致力推動

幼兒品格教育的工作，成果令人鼓舞。

第一及第二期計劃均以「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之概念，

及「敍事進路」(Narrative	 Approach)	 作為教學法，代替傳統式說教的品格	

教育模式，與教師共同設計「幼兒品格教育課程」及相關發展活動。第三期

計劃除承接過往兩期的經驗外，更新增以「廣闊閱讀」為切入點，藉著閱讀	

擴闊幼兒之品格學習經歷，提昇內在的學習動機，發展多樣化興趣；同時加強

親子互動學習，推動幼兒品格發展的家校合作，建立「正向品格教育」家庭。

「品格生命樹」在幼稚園持續推行精心策劃的品格教育(Well-planned	

Character	 Education)，有見第一及第二期計劃之成果令人鼓舞，校長、教師

及計劃顧問都期望把計劃延續推行，並進一步擴展到其他幼稚園，使教師的

專業發展得以提昇，以及更多的幼兒及家長受惠。因此，本會與八間幼稚園	

協作，推行「品格生命樹」第三期－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計
劃
簡
介

品德發展的重要性

現時社會十分重視幼兒教育，Lickona	 (2003)認為好的品格是一種美德，這種

美德是個人或群體所共同認定並遵守的價值規範，是人類優良的特質，同時也普遍

受到社會科學家與宗教界人士的肯定與讚揚，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良善覺知（蘇宏

鈞，2011）。	

因此，在各方重視幼兒品德成長的氛圍下，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於2017年推出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把幼兒發展目標「情意和群性發展」當中的品德發展	

元素，新增成為「品德發展」，當中強調培育幼兒的均衡發展及加強推展品德教育。

由此可見，教育局也因應社會之需要及期望，作出相關的回應。

「廣闊閱讀」的定義與重要性

廣闊，即廣大寬闊，多形容面積、空間；同時也有擴大、延展之意。閱讀是	

一個人依靠腦中的已有知識，主動獲取資訊，從讀物中建構意義的過程

（Leipzig,D.H.,	2001）。「廣闊閱讀」不單講求閱讀的範疇和數量，更講究個人在閱

讀過程中，如何從中建構並展出更多、更有意義的內容，包括經驗、價值和信念。

	 「從閱讀中學習」是教育局於2018至19學年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

旨在讓學生掌握有關技巧，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以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幼兒

的世界尚在塑造階段，有很多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另一方面，幼兒的知識和抽象	

思維能力都很有限（Jean	 Piaget,	 1983），因此透過繪本圖書的情節或插畫，可引領

幼兒進入廣闊的故事世界，除了幫助他們吸收故事內容和與其相關的知識外，還能	

增加其想像力，並能探索及啟發更大的潛能（中澤潤、中道圭人，2015）。

幼兒的「閱讀」是多面的，他們可以將伴讀者或他人的經驗和看法「儲藏」起

來，轉化成為自己的「知識庫」。幼兒在適合的讀物中「廣闊」地吸收知識和經驗，

能擴大其生活知覺領域、提昇語言能力及促進心理發展等（Morrow,	 Lesley	Mandel,	

1983；林依曄，2009；劉啟緯，2009；尾崎恭子，2005）。此外，本港關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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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精神科醫生更指出，學生可透過多閱讀，培養廣泛興趣，開拓視野，防止患上

近年備受全球關注的危害精神健康疾病—「打機成癮」（Gaming	Disorder）。

「廣闊閱讀」幫助幼兒品格成長

品格教育越來越受歐美及亞洲地區國家的教育工作者關注。台灣學者指出，教育

的功能不應只侷限於知識的傳達，亦應著重於道德、品性的提昇（魏美惠，2002）。

目前台灣以繪本融入教學，實施品格教育有越來越多的趨勢（蔡銘津、蕭麗鳳，2011）。

同樣，不少美國教師會藉由繪本、文學著作及小說等途徑傳達「核心價值」、「良好

品格」及「民主素養」（Edgington,	 2002；Bennett,1995）。幼兒透過閱讀有關	

品格課題之繪本，從繪本的內容與情境，接觸與他們生活經驗相似或者差異甚大的

家庭、環境或文化，從而蓄積美好的品格素質和經驗。這些正面的品格素質和經驗能

幫助幼兒在面對挫折時，釋放正向能量，協助個人平復混亂情緒，從「廣闊閱讀」得

來的「知識庫」中尋找類似問題的解決之道，使他們超越生命的低谷。由此可見，要

培養幼兒品格，極需從廣闊的閱讀開始。

 2. 在教師(教育工作者)方面，透過培訓和教學︰

	 認識品格教育的理念架構和品格強項；
	 認識及應用「廣闊閱讀」教學法；
	 引導幼兒透過「廣闊閱讀」及進行生命交流，培養幼兒正向品格，啟發
其潛能；

	 協助幼稚園創設品格培育的環境和氛圍。

目的

本計劃以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中的品格強項(Character	Strengths)

為學術基礎，配合「廣闊閱讀」和「敍事進路」教學法，設計一系列以幼兒為本、	

培育幼兒正向品格成長的課程及品格發展活動。本計劃亦著重教師及家長之參與，讓

教師肩負培育幼兒品格成長的教學目標，並鼓勵家長積極與教師連繫，共同培育幼兒

正向品格及全人發展。長遠而言，本計劃期望能幫助幼兒從小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價值觀、發展長遠興趣和多方能力（如創科、美藝等），以應對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

及人才需求，同時預防出現「遊戲障礙」。此外，透過幼兒與家長的互動學習，幫助

鞏固親子及家庭關係，減少虐兒的情況。

目標

承接第一期及第二期計劃之經驗和成效，本計劃將在各參與的幼稚園中推行	

全校性品格培育課程和活動，緊密連繫幼兒、教師及家長，建立一個三重互動的學習及	

情意交流，有效地帶動幼兒的品格成長，同時也能鞏固親子關係，建立健康及正向的

家庭環境，使幼兒能快樂地成長。

目的及目標

	
 1.   在幼兒方面，透過「廣闊閱讀」及「敍事進路」的多元學習經歷︰

	 推動全校性正向童心品格課程；
	 培養幼兒發展及實踐正向品格(如仁慈、社交智慧、堅毅、希望等)，附	
相關量度指標。

	 發展幼兒多元學習經歷	(如繪本閱讀、走出課室探索學習、創作分享)；
	 學習生命/生活反思、感恩和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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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以三重互動的學習及情意交流的關係為藍本，鼓勵各幼稚園在校內建立	

正向品格校園文化。並透過家校合作，與家長共同培育幼兒品格成長及發展，使	

更多幼兒的生命得以建立，也帶動更多家庭得著正面的影響，從而創造和諧社區。	

此外，計劃預期透過不同的平台，連繫第一至第三期計劃的協作幼稚園，以聯校	

幼兒品格教育網絡形式，帶動交流和分享，共享學與教資源及心得，在業界持續	

推廣幼兒品格教育。

 3. 在家長方面，透過培訓及參與親子活動︰

	 認識品格教育的理念架構及品格強項，從而關注及追求幼兒品格的成長；
	 學習正向教養，以建立正向及良好的親子關係；
	 鼓勵與幼兒多閱讀及進行生命交流，讓幼兒發展多方面的興趣及能力；
	 與幼稚園結成夥伴，在家中同步創設品格培育的環境及氛圍。

以幼兒成果創作「品格童書」延續兒童品格學習

本計劃讓幼兒學習設計「我的品格故事」，讓幼兒由閱讀別人的故事，到創作	

自己的故事，並在課堂品格學習的熏陶下，透過活動和工作紙的設計，在教師和家長

的啟發和協助下，幼兒以繪畫和填寫展示自己的品格成長故事。此外，把幼兒不同的

品格學習及實踐經歷作整合及結集，創作成「品格童書」。「品格童書」能讓幼兒互

相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同時也能閱讀其他幼兒的生命故事，以達致持續學習正向品

格。

「正向心理學」及「品格強項」為理念藍本

正向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	 與Peterson(2004)	 將多達二百多種關於人性正

向特質歸納成六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制；

他們亦從抽象的美德中延伸出具體可測量的二十四個品格強項。本計劃參考此理論，

並按幼兒的身心靈發展階段，在當中選取九個品格強項為發展目標，以提昇幼兒的心

靈質素及價值觀，為幼兒的正向生命(Positive	 life	growth)	奠下基礎。有關九個品格	

強項的定義和解說可見本教材套最後部分之參考內容（頁78）。

校本課程規劃的支援

本計劃結合香港中文大學的專業學術指導、宗教教育中心之繪本專業指導及	

支援、聖雅各福群會（社服機構）校本服務及培訓經驗，以及八間幼稚園的豐富教學	

經驗，加上第一及第二期計劃之課程設計為基準，配合「廣闊閱讀」之理念原則，共

同發展一套整全的幼兒正向品格成長校本課程。

「廣闊閱讀」教學法推行兒童品格教育課程有助幼兒品格發展

閱讀是學習的基礎，為培養幼兒早期閱讀的能力及「廣闊」幼兒的閱讀，日本

和台灣的學前機構與家庭合作，與幼兒進行繪本閱讀。日本幼兒讀寫活動研究學者	

橫山真貴子以奈良一間幼稚園為研究對象，指出幼兒在幼稚園建立的繪本閱讀習慣

有效地延伸至家庭。幼兒在幼稚園獲得繪本閱讀體驗後，對在家閱讀有四方面影響：

（一）幼兒在家多選讀幼稚園推介的繪本；（二）幼兒在家閱讀的繪本種類多元化；

（三）幼兒閱讀興趣增加，而母親閱讀的頻率亦有所提高；（四）幼兒在家中學習並

實踐故事經驗（橫山真貴子，2007）。

理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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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法
指
引

本計劃之「正向童心品格課程」除了沿用上兩期之「敍事進路」教學法外，更結

合了「廣闊閱讀」之教學法；透過活動及提問，讓幼兒有空間想像故事中不同情節的

發展進路，甚或設計故事結局，創設屬於自己的故事。這創作過程能擴闊幼兒的生活

體驗和知識，同時也增加幼兒不同的能力，包括想像力、創造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並

增進他們對閱讀的興趣，長遠有助他們發展不同的能力。

「敍事進路」(Narrative Approach)教學法有效培育品格成長

「敍事」（narrative）是指知識與專家之間的聯結。在現今日常語言，敍事與	

故事幾乎同義（Gudmundsdottir,	 1995）。認知心理學研究發現人的心智具有敍事	

特質，人以敍事形式來理解世界與經驗，以敍事結構進行回憶高效於邏輯組織，因此

學者（Egan,	 1988;	 Lauritzen	&	 Jaeger,	 1997;	Witherell	&	Noddings,	 1991）都	

建議以敍事作為課程與學習的教材。

「敍事進路」的教學方法主要是

透過教師先從幼兒的生活經歷開始，

然後進入故事當中去分享感受及進行	

反思，最後與幼兒探討可如何在生活中

作實踐，並從總結經驗中去鞏固有關的

品格學習。

       從第一期計劃之行動研究中，已引證了在敍事教學過程中，敍事者與接收者、

教育者和受教者能透過分享，引導聽眾移情和共鳴，互相轉化彼此經驗，從而傳遞	

品格內涵。

敍事教學與品格培育理念	

敍事是一種認知結構，人透過故事來組織表達及思考自身經驗，因此	

敍事教學法有別於傳統說故事，它不是著眼於把故事「講完」，或是將「故事

教訓」「講」出來。敍事教學以「故事」為載體，讓「講」故事與「聽」故事

的，都一同進入故事場境，一同經歷，得到啟迪，形成自己的「故事」，再予

人分享。這些自己所「經歷」的故事，不是虛構、是真實而自然，如此敍事才

真正是講者和聽者所理解或體驗的品格內涵（見下圖）。

敍事教學過程

在敍事教學過程中，敍事者與接收者、教育者和受教者不是單向傳遞品

格內涵，而是互相轉化的；例如教師可以敍事來表達某種品格（如勇氣）的	

經驗，自己是怎樣實踐，結果如何等等生動呈現出來，引導聽眾移情和共鳴。

同樣地，學生也可以作為敍事主體，根據自己生活經驗，以敍事的形式表達	

自己怎麼思考問題、從前怎麼做／打算怎麼做，後來結果如何等等生動呈現	

出來，從而獲得教育者的引導（見下圖	）。

敍事（故事）教學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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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者了解整個故事，帶出所表達的主題及引起故事與聽眾的關係

可形容主角的樣子、性格或特徵等，讓聽眾了解主角

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可以五感	（看到、聽到、嗅到和感受到）讓聽眾更容
易投入故事當中

突顯故事中的有高潮／兩難／困難的部分，吸引觀眾，並讓他們進行討
論或分享

讓聽眾討論及分享兩難中作出的選擇或解決困難的方案

引伸或結合說故事者的自身經歷及體會，以感動或激勵聽眾

聽眾可於故事或相互討論及分享中有甚麼得著

反思故事、自己的生活經驗與主題的關連

將來預演	-	當事件再次發生時，聽眾會如何選擇或解決困難

讓聽眾實踐分享及省思的部份

因為有不同的生活體驗及分享，令故事得以延伸，成為不同的故事再	
互相交流

因此，敍事進路是以發現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作生命的交流，經生命的實踐從而創造	

新的生命故事，不斷延續生命的體驗。

廣闊閱讀教學理念

繪本特色是文字與圖畫訊息並陳。林敏宜(2000)	 認為繪本的價值包括「增長認知

學習、增進語言學習、提供生活經驗、涵養美學、增進閱讀樂趣及培養創造想像的	

能力。」Lamme,	Krogh,	&	Yachmetz	 (1992)	也指出繪本可以讓學生看到自己以外

的世界，也常隱含許多道德的議題與經驗、及提供許多行為典範，並有助學生道德的

發展。

多元學習經歷豐富幼兒生命故事

本計劃以「廣闊閱讀」及「七感體驗—繪本的延伸」教學法，透過閱讀、參與	

延伸體驗及探索活動，讓幼兒從閱讀故事延伸至外面環境，增加對不同事物的好奇

心，培養喜愛學習的動機，發展多元興趣。這些多元的學習經歷，能幫助啟發幼兒的

潛能，擴闊幼兒的生活經驗，讓他們在課後仍有興趣持續探索學習。

廣闊閱讀教學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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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
主題 好奇心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1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小象能做的事》（道聲出版社，2013）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讓幼兒明白具好奇心的人，會對不同的事情感興趣，並學
會透過發問、追查和尋根探究以獲取更多知識，使其生活更富滿足感。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裡的動物角色延伸至其他動物，讓幼兒認識不同動物的特性或不
同的物理現象。

開展故事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5頁（第5頁即青蛙跳起的頁面），講述小象
拉著象媽媽的尾巴穿越叢林，凡遇到不懂的事物，都會拉一拉象媽媽
的尾巴去發問。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我的探索旅程」
1. 老師預備不同動物的圖片頭套，並與幼兒一起戴上頭套。
2. 老師邀請幼兒圍圈坐下，讓他們看到各種頭套上的動物。
3. 老師引發幼兒對動物產生的好奇心，然後扮演頭套上動物的特徵。
4. 老師邀請幼兒模仿繪本中的小象，在圈內遊走，然後選擇其中一種

感興趣的動物，拉一拉他的衣袖，向他問一個問題。
 （老師可先作示範，再引導幼兒進行此活動。）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小象遇到不懂的事物，都會拉一拉象媽媽的尾巴去發問；老師邀請

幼兒分享一個曾向家長問「為甚麼」的經驗。

簡報

動物圖片頭套

動物貼紙
工作紙

5分鐘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像小象一樣以好奇心驅使自己發
問和探索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好奇心是一種動力，驅使我們對感興趣的事情去主動提問
及探索。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老師按著幼兒感興趣的動物，把動物貼紙貼在幼兒的「好奇心工作紙
(1)」上，請幼兒及家長在工作紙上畫/寫出一個幼兒對工作紙上貼紙所
示的動物「最好奇/最想知道/最感興趣」的問題。

4分鐘

好奇心

第    節1 透過繪本裡小象遇事主動提問，讓幼兒明白好奇心是對事物感興趣，並樂於探
索，勇於發問。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透過小象在森林裡遇見的新事物，讓幼兒明白好奇心驅使我們用心觀察事物及
思考問題。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好奇心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自己感興趣
的問題。

工作紙

工作紙

簡報

影片

動物布偶
（青蛙、猴子、

鱷魚、小象）

5分鐘

5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十萬個為甚麼」
1. 就著繪本內容，老師讓幼兒代入小象角色，自由選擇感到最好奇的

動物，並按幼兒的選擇將他們分成3組。
2. 老師於網上搜尋青蛙跳高、猴子爬樹及鱷魚游泳的影片並播放予幼

兒觀看。
3. 每組各分配一種動物布偶，老師分別向3組提問︰「為甚麼青蛙能

跳得高、猴子能爬樹及鱷魚能在水裡游泳？」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讓幼兒分享觀察及討論的結果。
 老師拿出小象布偶，邀請幼兒分享為何小象不能跳/不能爬樹？
 欣賞幼兒因著對動物的好奇心，從而用心觀察事物以尋找答案。

13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因好奇心而留心觀察和認真思考答案的經驗。

5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好奇心工作紙(2)」（連同「好奇心工作紙(1)」釘在一起），請
幼兒與家長就著工作紙(1)的提問，嘗試尋找答案，並記錄下來。

1分鐘

總結
好奇心能驅使我們對感興趣的事情留心觀察，並認真思考答案。

1分鐘

第     節2 教學目標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6-17頁（第17頁即象媽媽說那是鱷魚的頁面），
講述小象對青蛙、猴子和鱷魚都感興趣，每遇到陌生的事物，牠都主
動向媽媽追問究竟。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為甚麼小象看見各種動物都會主動發問？
 如果你是小象，你會問這些動物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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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內 容 物 資

透過小象在森林裡遇見的不同動物都向媽媽追問的情節，讓幼兒明白好奇心能
引起「尋根探究」的精神，從而對感興趣的事物鑽研下去，學習更多新知識。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好奇心工作紙(2)」，與其他幼兒分享他們為
疑問尋找到的答案及感受。

工作紙

工作紙

簡報

影片

水盤

水

棉花

發泡膠

紙團

泥膠

布

3分鐘

5分鐘

17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為有興趣的事動手探究的經驗。

3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好奇心工作紙(3)」，請幼兒與家長在家一同做一個簡單的科學
小實驗，並記錄下來。

1分鐘

總結
當我們對一件事物感興趣且心裡有疑問時，如果我們能多花時間對該
事用心觀察、動手尋根探究，便能使我們學習到更深更廣的知識。

1分鐘

第     節3 教學目標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8-27頁（第27頁即象媽媽和小象向前走的頁
面），講述小象在散步途中對不同的動物和昆蟲感興趣，並會不時發
問。牠現正對「游泳」及「飛行」一事感到興趣。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故事裡的小象能否游泳？為甚麼能/不能游泳？
 如果我們想知道答案，可以怎樣做？
 （例如：詢問別人/到圖書館找資料/在互聯網找資料等）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小象游泳圈」
1. 老師於網上搜尋大象游泳的影片，播放予幼兒觀看，並向幼兒提問：

「影片中大象游泳時的情況如何？有甚麼障礙？怎樣能幫助大象游
得更快？」

2. 老師預先準備一盤水及用作游泳圈的不同物料（如︰棉花﹑發泡
膠﹑紙團﹑泥膠﹑布等），向幼兒展示物料並提問︰「如果要為大
象製作游泳圈，使牠浮得更好的話，選擇用甚麼物料較好？」

3. 讓幼兒先觀察後再觸摸物料，選擇他們認為合適的物料。
4. 老師將幼兒選擇的物料依次放入水中，讓幼兒觀察並講述物料在水

中的情況。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所選擇的物料放在水中的情況是怎樣的？
 為甚麼有些物料會沉，有些則會浮？
 用哪一種物料製作游泳圈較好？為甚麼？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讓幼兒透過生活實踐，體驗以好奇心出發，細心觀察及發掘日常生活事物的另
一面，一起去學習新知識及經歷新嘗試的旅程。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好奇心工作紙(3)」，與其他幼兒一同分享他
們的科學發現。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8-38頁（即到故事結尾）， 講述象媽媽和小
象繼續一起穿越叢林，並鼓勵小象沿途多發問，增長知識。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故事裡小象的鼻子可以用來做甚麼？
 如果你是小象，你還會用鼻子做甚麼？

工作紙

簡報

紙杯

吸管

裝飾貼紙

畫筆

吸管排笛

影片

粗吸管

彩麗皮膠紙

大膠紙

裝飾貼紙

5分鐘

5分鐘

（廣闊閱讀）體驗活動：「小手同創造」（按幼兒能力選擇活動）

「杯子手鼓咚咚咚」
1. 老師向幼兒表示︰「小象的長鼻子可以用來吸水、噴水及吹奏喇叭， 

長吸管和小紙杯可以用來做甚麼？」
2.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一個紙杯和一支吸管，然後並一同討論吸管可

以用來做些甚麼。
3. 老師給幼兒展示以吸管及紙杯敲打簡單節奏。
4. 老師與幼兒一同討論「如何可以令杯子手鼓更美麗？」（如：貼貼

紙、其他裝飾等）
5. 完成討論後，老師和幼兒一同動手裝飾紙杯。

「吸管排笛嗶嗶嗶」
1. 老師向幼兒表示︰「小象的長鼻子可以用來吸水、噴水及吹喇叭， 

長吸管可以用來做甚麼？」
2.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一支長吸管，然後一同討論吸管可以用來做些

甚麼。
3. 老師給幼兒展示一個已完成的吸管排笛，並作簡單吹奏。請幼兒觀

察，甚至讓幼兒拆開作品，研究該怎樣用吸管製作排笛或聲音怎麼
來的。

4. 老師與幼兒一同探討如何找資料，研究有何方法製作排笛（如：找
手工書、看影片等）

5. 完成討論及觀看影片後，老師和幼兒一同動手製作。
6. 排笛製作流程︰
 老師先預備3支已裁剪好長短的粗吸管，並按長短排序於吸管背

後貼上一張彩麗皮膠紙（即半製成排笛）。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一個半製成品及另外3支裁剪好的吸管，協

助讓幼兒由長至短黏貼在半製成品的排笛旁。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數個貼紙裝飾排笛。

18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好奇心能使我們對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事物產生興趣，驅使我
們主動發問、勇於探索、追查不懈、尋根探究，從而獲得更多知識。

2分鐘

第     節4 教學目標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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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仁慈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1學生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那天來的鯨魚》（阿布拉教育文化，2014）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培養幼兒的同理心，樂於為別人做好事及對別人寬宏大量，
讓他人和自己從中獲得好處。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角色間相處的情節，讓幼兒認識有關音量的調控、分辨音調的高低
及模仿簡單樂曲。

開展故事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8頁（第8頁即諾伊在沙灘上發現鯨魚的頁
面），講述在暴風雨後的一個早上，諾伊在沙灘上發現擱淺的鯨魚。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諾伊是如何在沙灘上發現鯨魚的？
 如果你是鯨魚，你在沙灘上會有甚麼感受？
 承上題，當你看到諾伊來到你面前，你想跟他說些甚麼？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喵喵話」
1. 老師事先準備鯨魚發聲及小貓叫聲的影片。
2. 老師詢問幼兒：「你知道鯨魚的聲音是怎樣的嗎？」老師邀請幼兒

猜猜鯨魚的聲音，再播放有關鯨魚的影片。
3. 老師向幼兒表示：「除了鯨魚外，諾伊的六隻小貓也會發出不同

叫聲。」老師播放小貓在不同情況下發出不同叫聲的影片，如：
快樂、飢餓、害怕、生氣等，然後和幼兒一同模仿該叫聲。

4. 老師向幼兒表示：「小貓在不同情況下會發出不同叫聲，你留意到
那些叫聲有甚麼分別嗎？」幼兒分享時，老師可引導幼兒說出比較
詞語，如：大/小聲、高/低音、急促/温和等。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小貓的叫聲代表牠們不同的需要。你能猜到不同叫聲的意思嗎？
 除了聆聽小貓叫聲外，我們還可以如何知道牠們有甚麼需要？
 我們可以觀察小貓的肢體動作和叫聲，了解牠們的需要。在日常生

活中，若你看到其他幼兒哭泣，你會怎樣了解他/她有甚麼需要呢？

簡報

影片

6分鐘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透過觀察/聆聽/發問/感受，而洞悉
到他人需要的經驗。

7分鐘

總結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方法洞察他人的需要，建立同理心。

1分鐘

仁 慈

第    節1 透過繪本裡諾伊在沙灘上發現鯨魚的情節，讓幼兒明白仁慈的人能夠洞察他人
的需要，建立同理心。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親子工作紙
好奇心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好奇心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小象能做的事》的故事（道聲出版社，

2013），讓幼兒明白具好奇心的人，會對不同的事情感興趣，並勇於提問。 
 
 試與子女一起討論，記錄一個幼兒對於下方貼紙所示的動物最好奇/最想知道/最感興趣的問題
（例：為甚麼狗在天氣熱時會吐舌頭？為甚麼鴨子經常舔毛？為甚麼魚可以在水中游泳？），可以繪圖

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好奇心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小象能做的事》的故事，讓幼兒明白好奇心能使我們不斷追查和探索，從而增長知

識。 
 

 試與子女就著「親子工作紙(1)」的提問，與子女一起為提問在圖書或互聯網上尋找答案及記錄
下來（可以繪圖或剪貼圖片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並分享感受。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想：請在下列情緒表情中，挑選一個最能表達你解決疑問後的心情，塗上顏色，或可以在空

格內以文字或繪圖表達。 

 

愉快 

其他： 

驚喜 滿足 傷腦筋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好奇心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小象能做的事》，讓幼兒明白具好奇心的人對感興趣的事會「尋根探究」，甚至作

出嘗試，以擴闊自己的眼光。 
 
試與子女於本週在家裏做一個簡單科學小實驗「浮浮沉沉」，並記錄活動感受。 
 
       步驟 1：先用一個大容器注入清水。 
       步驟 2：把以下物件放進水裏，看看哪些物件會浮在水面？哪些會沉在水中？ 
      請在下表圈出你預測和實驗後所得的結果。 
 蘋果 湯匙 空汽水鋁罐 充氣汽球 

 
 
 
 

自選物品： 
 

估計結果  
 

    

實驗結果 
 

 
 
 
 
 
 

    

 
 
 
 

 
 

愉快 驚喜 滿足 傷腦筋 

其他： 

感想：請在下列情緒表情中，挑選一個最能表達你做小實驗後的心情，塗上顏色，或可以在空格內

以文字或繪圖表達。 

考考你： 
1. 你覺得重的物品會浮在水面，還是輕的物品會浮在水面？       

重 / 輕 / 其他答案（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還想測試哪些物品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浮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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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仁慈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在家中/學校
內尋找有需要幫助的人之經驗。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9-12頁（第12頁即諾伊想讓鯨魚有「家」的
感覺的頁面），講述諾伊盡一切努力幫助鯨魚。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諾伊是如何拯救鯨魚的？
 其後，諾伊用了哪些方法照顧鯨魚？
 如果你是諾伊，你會做哪些事情讓鯨魚有「家」的感覺？

工作紙

簡報

沙鎚
紙扇

5分鐘

8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鯨魚想家了」
1. 老師向幼兒介紹情景：「鯨魚來到諾伊家中，得到周全的照顧。但

是，牠很想念家人。現在老師邀請幼兒合力演奏鯨魚家鄉的音樂，
一起安慰牠。」

2. 老師用紙扇模仿鯨魚尾巴，用不同力度拍打桌面，並對幼兒說：「你
們可以用手中的沙鎚，配合鯨魚尾巴拍打浴缸的力度，合奏出不同
節拍。」

3. 每位幼兒獲發一個沙鎚；老師帶領幼兒試用沙鎚發出不同聲量的
聲音。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你猜猜，當諾伊和鯨魚一起演奏鯨魚家鄉的樂曲時，鯨魚會有甚麼

感受（如：快樂、舒服、安心、不害怕、被愛等）？
 你想到鯨魚還有甚麼需要嗎？
 承上題，你會做甚麼讓鯨魚感到快樂？

10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幫助他人或被別人幫助的經驗。5分鐘

總結
我們可多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協助他人解決問題。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仁慈工作紙(1及2)」，請幼兒想方法幫助有需要的人。

1分鐘

透過諾伊幫助鯨魚並把牠帶回家中的情節，讓幼兒學習向有需要的人伸出
援手，協助他人解決問題。

第     節2 教學目標

工作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工作紙延伸工作紙
派發「仁慈工作紙(1)」，請幼兒在家中/學校內尋找有需要幫助的人，
並將感受寫/畫在工作紙上。

4分鐘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仁慈工作紙(2)」，與老師和其他幼兒分享幫助有需要
的人之方法。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3-17頁（第17頁即諾伊與爸爸擁抱的頁面）， 
講述爸爸發現諾伊瞞著他帶了鯨魚回家，但沒有即時責備諾伊。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爸爸看到鯨魚的時候，有甚麼反應？
 為甚麼爸爸知道諾伊瞞著他也沒有生氣？ 
 老師向幼兒分享：「每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但我們行為背後都有

不同的動機。如果我們多詢問並理解他人的想法，便能更輕易對他
人寬容。」

工作紙

簡報

鯨魚玩偶
漁夫帽

3分鐘

6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笑一笑，不緊要」
1. 老師邀請一名幼兒扮演諾伊，老師則戴上漁夫帽扮演爸爸。
 a. 情景：爸爸回家後看見浴缸裡的鯨魚和浴缸旁的諾伊。
 b. 步驟一：請幼兒向爸爸認錯（如：「對不起爸爸，我未問准你

便帶了鯨魚回家。」等）。
 c. 步驟二：老師向幼兒提問，如：行為背後動機、鯨魚傷勢等。
 d. 步驟三：老師原諒幼兒，並提出可行提議，一同協助鯨魚渡過

難關。
2. 老師邀請另外一名幼兒戴上漁夫帽扮演爸爸，其他幼兒則扮演

諾伊，然後從旁指導幼兒重複步驟一至三。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我們可以怎樣表達寛恕（如：說「不要緊」、「沒關係」、「Never 

mind」、主動擁抱對方等）？
 你有試過被寬恕的經歷嗎？你當時有甚麼感受？
 老師向幼兒表示：「對他人寛容是我們關懷他人的一種方式，可以

讓他人從中得到益處。」

14分鐘

(敍事教學)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選擇原諒別人，不對別人生氣的
經驗。

5分鐘

總結
仁慈的人會選擇對別人寛容，不輕易對他人生氣。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仁慈工作紙(3)」，請幼兒記錄一次被他人惹怒，其後選擇對他
人寬容的經歷。

1分鐘

透過爸爸發現諾伊帶了鯨魚回家卻沒有生氣的情節，讓幼兒學習對他人寬容，
不輕易對他人生氣。

第     節3 教學目標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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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仁慈工作紙(3)」，與老師及其他幼兒一同分享一次被
他人惹怒，其後選擇對他人寬容的經歷。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8-23頁（即到故事結尾）， 講述諾伊和爸爸
一起把鯨魚帶回海裡及之後與鯨魚再次相遇的情景。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為甚麼諾伊覺得送鯨魚回到大海才是對的選擇？
 把鯨魚送回大海後，諾伊還是很想念鯨魚。他做了甚麼事情來紀念

鯨魚呢？
 如果你是諾伊，你會做些甚麼事情紀念鯨魚？

工作紙

簡報

鯨魚玩偶

5分鐘

6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Sing聲相認」
1. 老師對幼兒說：「鯨魚安全回到了鯨魚媽媽身邊。每隔一段時間，

牠都會和媽媽游到沙灘附近，想與諾伊見面。鯨魚會游近岸邊，在
海中以歌聲與諾伊溝通。」

2. 老師拿著鯨魚玩偶，扮演鯨魚；幼兒則扮演諾伊。
3. 老師向幼兒說：「鯨魚在海中呼喊諾伊，你們聽到旋律後，要以同

樣的歌聲回應鯨魚。」
4. 老師以不同的聲量及音調唱出歌聲，再指示幼兒重複該歌聲。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除唱歌外，諾伊可以如何與鯨魚相認？
 諾伊把鯨魚送回大海後，他們可能不會再相見。為甚麼他們想要再

次見面呢？
 老師與幼兒分享：「諾伊幫助鯨魚的經歷成為了他們倆的共同回

憶，使他們的關係變得更緊密。」
 你曾經做過其麼令你的親人/朋友感到快樂嗎？

12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幫助朋友或家人後，令彼此關係
變得更親密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對他人仁慈能夠為別人和自己帶來正面影響。（見註一）

註一：老師可向幼兒展示繪本續集《那天來的鯨魚回來了》（阿布拉教育文化，2017），講述鯨魚於另一個冬天拯救了諾伊和他
的爸爸，深化仁慈對關係有正面影響的信息。

2分鐘

透過諾伊和爸爸一起把鯨魚帶回海裡的情節，讓幼兒明白對他人仁慈能夠為別
人和自己帶來正面影響。

第     節4 教學目標

簡報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仁慈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那天來的鯨魚》（阿布拉教育文化，

2014），讓幼兒明白仁慈的人能夠洞察他人的需要，建立同理心。 
 
 試讓子女在家中/學校內尋找有需要幫助的人，並將結果和感受記錄下來（可以繪圖表達，並以
文字輔助闡述）。 
 
 
 

 
 
  
 
 
 
 
 
 
 
 
 
 
 
 
 
 
 
 
 
 
 
 
 
 
 
 
我看見誰需要幫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她有甚麼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仁慈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那天來的鯨魚》，讓幼兒學習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協助他人解決問題。 
 
試與子女一起想一個方法，協助「仁慈工作紙(1)」提及的家人/朋友解決問題（可以繪圖表達，

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你會如何幫助他／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1主題：仁慈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那天來的鯨魚》，讓幼兒學習對他人寬容，不輕易對人生氣。 
 
試與子女討論，並記錄一次被別人惹怒，其後選擇對他人寬容的經歷和感受（可以繪圖表達，

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那一次，＿＿＿＿＿＿＿＿＿＿＿＿＿＿＿＿＿＿＿（如：媽媽／鄰居等）令我生氣了。 
 
 
 
 
 
 
 
 
 
 
 
 
 
 
 
 
 
 
 
 
 
 
 
 
 
 
 
雖然我很生氣，但是我知道，他這樣做，可能是因為＿＿＿＿＿＿＿＿＿＿＿＿＿＿＿ 
 
＿＿＿＿＿＿＿＿＿＿＿＿＿＿＿＿＿＿＿＿＿＿＿＿＿＿＿＿＿＿＿＿＿＿＿＿＿。 

親子工作紙
仁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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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自制力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2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娜娜織毛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讓幼兒明白具自制力的人，能自覺地控制個人情緒及行為，
不會輕易被情緒支配，並能因應場合合理地規範自己的情緒與行為，以達至
目標或融入社群。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裡娜娜編織的興趣，讓幼兒認識不同編織物料的質感、特性及作
用；同時亦透過繪本裡的戶外景象，讓幼兒認識大自然具有讓人平靜下來的
力量。

開展故事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6頁（第6頁即娜娜坐在沙發上編織的頁面），
講述娜娜買了一堆毛線球回家計劃做一件大東西，於是她努力地編
織，從早到晚都十分專注。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娜娜為甚麼能從早到晚都努力編織？她是怎樣做到的？
 如果你是娜娜，你能同樣專注地編織嗎？為甚麼？
 老師邀請幼兒分享一個像娜娜一樣專心做事的經驗。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整理毛球！」
1. 老師預備3-4種不同顏色、質感及特性的裝飾毛球，及毛球排序圖

片。
2. 老師向幼兒表示︰「娜娜的毛球被她的朋友弄亂了！請幼兒幫娜娜

把不同顏色、質感及特性的毛球按圖片所示整理好毛球。」
3.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1張毛球排序圖片及相應數量的裝飾毛球，並

把毛球打亂放於桌面。
4. 老師邀請幼兒把將毛球按顏色次序分類排好。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為甚麼編織前要先專注排好顏色的次序？
 怎樣才能準確地排列好毛球的次序？

簡報

3-4種
裝飾毛球
(絨質、毛質、
線質)
毛球排序圖片

工作紙

10分鐘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為達成目標，專心做事的經驗。 3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讓我們專注處理眼前的事，以達成目標。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自制力工作紙(1)」，請幼兒及家長畫/寫出一個幼兒專注做事的
畫面。

1分鐘

自制力

第    節1 透過繪本裡娜娜做一件編織品的故事，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讓我們專注處理眼

前的事，以達成目標。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透過繪本裡娜娜不受其他事物影響，繼續專心編織的情節，讓幼兒明白自制力
能使我們不會輕易分心。

第     節2 教學目標

（敍事教學）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自制力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自己的經驗。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7-14頁（第14頁即朋友們把毛線球拋來拋去的
頁面），講述娜娜買了一堆毛線球回家計劃做一件大東西，於是她努
力地編織，即使朋友們邀請她一起玩耍，她也不為所動。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當娜娜正在努力編織，她的朋友們在做甚麼？娜娜有甚麼反應？
 為甚麼娜娜拒絕和朋友一起玩，選擇繼續編織毛冷呢？
 如果你是娜娜，你會怎樣做？會跟朋友一起玩耍還是繼續專心編織

毛氈呢？為甚麼？

工作紙

簡報

不同顏色、質感
及特性的毛冷球
或毛線球
籃子
音樂

5分鐘

5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拯救娜娜吧！」
1. 老師預備一堆不同顏色、質感及特性的毛冷球或毛線球，並分段剪

成條狀。
2. 老師向幼兒表示︰「娜娜想交託一個任務給你們！她的朋友們把毛

線全都攪亂在一起！小朋友們可以幫助娜娜嗎？運用你的自制力，
專心地把不同種類的毛冷或毛線分類，放在每組的籃子裡。千萬不
要受其他事情影響啊！」

3. 老師向每組派發籃子，並把15-20條毛冷或毛線打亂放在每位幼兒
的座位前。

4. 老師邀請幼兒將毛冷或毛線分類並放到相應的籃子裡。
（老師可在旁觀察幼兒行為，並適時播放數次5-10秒的音樂或以其他

行動打擾幼兒）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剛才老師播放音樂時，你有甚麼感覺？你有停下來嗎？為甚麼？
 為甚麼能不受音樂影響？（問專心完成任務的幼兒）
 怎樣才會不受音樂影響？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專心做事，不受他人影響的經驗。3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讓我們專注處理眼前的事，不會輕易分心或受他
人影響，事情能做得更好。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自制力工作紙(2)」，請家長協助幼兒完成工作紙上的挑戰，並
把結果記錄下來。

1分鐘 工作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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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娜娜生氣的情節，讓幼兒明白自制力是不讓憤怒的情緒控制我們的行為，
影響我們與別人的關係和日常生活。

第     節3 教學目標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自制力工作紙(2)」，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自己的經驗。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5-20頁（第20頁即朋友目送娜娜外出的頁
面），講述朋友們把娜娜的毛線球弄得亂七八糟，甚至把毛線球藏在
黃葉下，使娜娜十分生氣。但娜娜還是平靜下來，繼續編織的工作。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如果你是娜娜，遇到這種情況，你有甚麼感受？你會怎樣做？
 毛線球被弄得亂七八糟時，娜娜的表情是怎樣的？身體有甚麼

反應？（讓幼兒模仿生氣的表現）
 你曾否也像娜娜一樣，對朋友/兄弟姐妹生氣過？當時為甚麼生氣？
 事情是怎樣完結的？生氣對解決事情有幫助嗎？

工作紙

簡報

音樂
魔術伸縮球
（或氣球）

5分鐘

10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手臂氣球 」
1. 老師向幼兒表示︰「憤怒讓我們呼吸變快，頭腦發熱，胸口漲悶

（或引用幼兒於上述問題2的答案），身體感到不舒服。讓我們玩
一個手臂氣球遊戲，打敗憤怒，平靜下來。」

2. 老師播放大自然音樂背景，準備一個魔術伸縮球（或氣球），讓幼
兒圍圈坐下。

3. 老師邀請幼兒圍圈盤腿像山一樣穩重地坐下，像風一樣溫柔地呼
吸，把雙手放在頭頂上，留意自己的呼吸。

4. 老師向幼兒表示當魔術伸縮球打開時，吸氣時雙手像球一樣打開，
伸縮球收回時雙手放回頭上呼氣。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剛才的練習過程中，你的身體有甚麼感覺？
 剛才的練習過程中，你聽到甚麼聲音？這些聲音讓你有甚麼感覺？
 與憤怒的感覺相比，你比較喜歡哪種感覺？為甚麼？
 除了這個方法，你還想到甚麼方法可以讓自己平靜下來？

10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感到憤怒並讓自己平靜下來的經
驗。

3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自制力是能讓自己平靜下來，不讓憤怒的情緒控制我們的
行為，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讓自己放鬆。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自制力工作紙(3)」，請幼兒及家長畫/寫出一個讓自己平靜下來
的方法。

1分鐘 工作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透過娜娜哭泣及平靜下來完成編織毛氈的情節，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讓我們平
靜下來處理事情，完成目標。

第     節4 教學目標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自制力工作紙(3)」，與其他幼兒分享他們的
答案及感受。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1-24頁（即娜娜傷心得哭了起來的頁面）， 
講述娜娜的朋友把她快要完成的編織品弄亂了，使娜娜傷心得哭了起
來。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如果你是娜娜，遇到快要完成的編織品被弄亂了的情況，你會哭嗎？

為甚麼？
 你認為娜娜可以怎樣做？為甚麼？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5-27頁（即至故事結尾）最後娜娜平靜下
來，動手整理被弄亂的編織品，把它修復成一張漂亮的大毛氈。

工作紙

簡報

毛球
毛線
白紙
膠水

5分鐘

8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 一起織毛氈」
1. 老師預備第一及第二節幼兒整理好的毛球和毛線，另外準備幼兒數

量的白畫紙。
2. 老師向幼兒表示︰「經過第一第二節課堂，大家運用了自制力專注

地為娜娜分好了毛線及毛球。但娜娜說她手上的毛線及毛球太多
了，想邀請小朋友使用這些毛線及毛球，一起製作獨特又漂亮的毛
氈吧！」

3. 老師向幼兒展示一幅把毛線及毛球黏在白畫紙上的圖，表示每位
小朋友都可以運用自制力專注地製作一條獨一無二的毛氈。

4. 老師向每組幼兒派發毛球、毛線、白畫紙及膠水，讓幼兒製作
毛氈。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如果之前沒有運用自制力把毛球和毛線分好，今天製作毛氈時會順

利完成嗎？

15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具有自制力的人，不會輕易被情緒支配，能自覺地控制個
人情緒及行為，以達至目標。

2分鐘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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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自制力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娜娜織毛氈》的故事，讓幼兒明白自制力是不讓憤怒的情緒控制我們的行為，影響

我們與別人的關係和日常生活。 
 
試與子女一起討論一個方法使幼兒在憤怒時能平靜下來的方法，並記錄下來，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

輔助闡述。 
 
 
        

讓自己平靜下來的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自制力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娜娜織毛氈》的故事，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使我們不會輕易分心。 
  
               試與子女於本週在家裏挑戰自己的自制力，並把結果記錄下來。 
 

   
 
  

第一回合挑戰︰ 
1) 準備計時器及音樂播放器。 
2) 請子女為花朵 A填上 3種顏色（需填滿整朵花）。 
3) 家長為子女計時，並在子女填色中途隨機播放音樂 5次。 
4) 記錄子女完成填色所需時間及停下填色次數。 

完成填色所需時間︰ 停下填色次數︰ 

  
第二回合挑戰︰ 
1) 詢問子女，你可否運用自制力，不受其他事情影響，專注地在較短的時間內（比第一
回合短）為花朵 B填上 3種顏色（需填滿整朵花）？ 

2) 家長為子女計時，並在子女填色中途隨機播放音樂 5次。 
3) 記錄子女完成填色所需時間及停下填色次數。 

完成填色所需時間︰ 停下填色次數︰ 

1. 哪個回合的挑戰完成填色的時間較快？  （請圈出答案）                   第一回合   /   第二回合 

2. 為什麼在同樣播放音樂的情況下進行填色，這個回合完成的時間較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哪個回合的挑戰的停頓次數較少？  （請圈出答案）                          第一回合   /   第二回合 

4. 為什麼在同樣播放音樂的情況下進行填色，這個回合的停頓次數較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B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自制力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娜娜織毛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12）
的故事，讓幼兒明白自制力能讓我們專注處理眼前的事，以達成目標。 
 
 試與子女一起討論，記錄一個幼兒專注做事的經驗，可以繪圖或拍攝照片表達，並以文字輔助

闡述。 
 

我專注做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子工作紙
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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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社交智慧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2學生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三之三文化，2007）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讓幼兒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並學習和朋友相處時顧及他
人感受及彼此包容，樂於與他人合作。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角色在家中相處的情景，讓幼兒認識圖形形狀、顏色及基本空間
概念。

社交
智慧

開展故事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6頁（第6頁即長頸鹿坐在家中的頁面），講
述鱷魚和長頸鹿相戀後，長頸鹿搬進了鱷魚的家。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因為鱷魚和長頸鹿的身高不同，所以鱷魚的小房子對長頸鹿來說不

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你和家人又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呢？
 老師邀請幼兒分享一個自己和家人的分別，如：興趣、性格、飲食

喜好、生活習慣等。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小手拼大圖」
1. 老師向幼兒說：「矮小的鱷魚和高大的長頸鹿相戀後，都努力適應

新生活。」
2. 老師請幼兒二人組成一組，一名幼兒站立，扮演長頸鹿，而另一名

則蹲下，扮演鱷魚。二人需要維持姿勢，合力完成老師指示的任務。
3. 老師展示幾何圖形提示卡，指示每組幼兒手牽手，先拼出一個圓形。
4. 然後，老師指示幼兒繼續牽手，再做出長方形、橢圓形、三角形等

形狀。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當一名幼兒蹲下、另一名幼兒站著拼圖形時，遇到甚麼困難？
 你是如何與組員合作拼出圖形的？試描述一下合作的過程。
 老師向幼兒表示：「正如幼兒在遊戲中有不同的姿勢，我們與生俱

來都有著不同的特質。」（老師說出性格特質詞語（如：創造力、
熱情、勇敢、正直、審慎等），並邀請幼兒分享他們認為誰擁有這
些特質。）

簡報

幾何圖形提示卡

8分鐘

17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與家人相處時，因為彼此不一樣
的特質而發生的有趣事件。

3分鐘

第    節1 透過鱷魚和長頸鹿特性的對比，讓幼兒了解每個人的獨特之處，並學習觀察和
接納自己和他人的特質。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社交智慧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自己和
親友的獨特之處。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7-14頁（第14頁即鱷魚晾衣服的頁面），講
述鱷魚和長頸鹿搬進了長頸鹿的家，一起生活。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翻到繪本第9-10頁）當鱷魚和長頸鹿不斷調適共同用膳的方法時，

遇到甚麼困難？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翻到繪本第11-12頁）鱷魚住進長頸鹿家後，遇上了甚麼難題？如

果你是鱷魚，你會有甚麼感受（如：生氣、焦急、不耐煩、不知所
措等）？

 如果你是鱷魚和長頸鹿的好朋友，你會怎樣幫助牠們？

工作紙

簡報

影片

5分鐘

8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看動作、猜感受」
1. 老師準備數則不同角色需要別人幫助的情景影片。
2. 老師播放影片，邀請幼兒嘗試猜出故事人物的心情和想法（老師可

帶出不同情緒詞語，如：生氣、焦急、不耐煩、不知所措等）。
3. 老師邀請幼兒想出一些幫助故事人物的方法。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當我們幫助影片中的角色時，他們的心情會有甚麼改變？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用甚麼方法了解別人的感受和需要（如：

用眼睛留意周遭環境、用耳朵聽別人的說話、用嘴巴詢問別人有甚
麼需要等）？

 承上題，你曾經試過上述哪些方法？當時發生甚麼事？

10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透過幫助別人，讓別人感到自在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我們與別人相處時可多顧及別人的感受，讓別人感到自在。

1分鐘

透過鱷魚和長頸鹿在長頸鹿家中生活的情節，讓幼兒學習在與人相處時顧
及別人的感受，讓別人感到自在。

第     節2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工作紙延伸工作紙
派發「社交智慧工作紙(1)」，請幼兒與家人或朋友分享大家的獨特之
處，並將結果寫/畫在工作紙上。

4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每個人都有獨特之處，並學習觀察和接納自己和他人的特
質。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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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社交智慧工作紙(2)」，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他們為
鱷魚解決困難的辦法。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5-20頁（第20頁即長頸鹿把自己當作滑梯的
頁面）， 講述鱷魚和長頸鹿合力訂出及實踐神秘花園計劃。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如果只有長頸鹿或鱷魚，牠們進行計劃時會有甚麼困難？
 長頸鹿和鱷魚如何運用他們的獨特之處分工合作？
 如果長頸鹿和鱷魚邀請你一起實踐神秘花園計劃，你可以負責甚麼

工作？

工作紙

簡報

綠色硬卡紙

彩麗皮膠紙

發泡膠板

彩麗皮貼紙
(如︰蝴蝶、花等)

小卡紙

顏色筆

滑梯積木

樹積木

欄杆積木

3分鐘

6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笑一笑，不緊要」
1. 老師預先於綠色硬卡紙的底部四角貼上彩麗皮膠紙。
2. 老師向幼兒說：「長頸鹿和鱷魚邀請各位幼兒，一起實踐神秘花園

計劃。」
3. 老師請幼兒四人組成一組，每組派發一套物資（如︰發泡膠板、已

備好的綠色硬卡紙、彩麗皮貼紙、小卡紙、顏色筆、滑梯積木、樹
積木﹑欄杆積木等）。

4. 老師邀請幼兒選擇自己想負責裝飾的部分（如︰把已備好的綠色硬
卡紙貼於發泡膠板上並以彩麗皮貼紙裝飾此膠板、建造滑梯積木、
建造樹積木、利用小卡紙及顏色筆設計花園內的其他設施等），
四位幼兒分工完成裝飾花園及擺放花園設施的任務。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你們各人負責了甚麼工作？你喜歡做你剛才負責的工作嗎？
 你最欣賞哪位幼兒的工作？為甚麼？
 老師與幼兒分享：「當我們分工合作時，可以運用各人的長處和生

活經驗，讓大家可以發揮所長，合作完成任務。」
 如果我們要重新佈置課室，你認為可以添加哪些設施？你想負責建

造/修飾甚麼部分呢？

14分鐘

(敍事教學)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與他人運用彼此長處、合作完成
事情的經驗。

5分鐘

透過鱷魚和長頸鹿合力實踐計劃的情節，讓幼兒明白他們可以運用各人的長
處，合作完成任務。

第     節3 教學目標

工作紙延伸工作紙
派發「社交智慧工作紙(2)」，請幼兒嘗試幫助鱷魚解決生活困難。

1分鐘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時間 內容 物資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社交智慧工作紙(3)」，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他們與
家人一起合作完成家務的經驗。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1-24頁（即到故事結尾），講述鱷魚和長頸鹿
在新房子共同享受美好時光。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你最喜歡鱷魚和長頸鹿新家中的哪樣物品？這些物品有甚麼有趣的

地方？（老師可引導幼兒說出合適的比較詞語，學習空間概念，如：
長/短、高/矮、深/淺、闊/窄等。）

 新房子建成了，鱷魚和長頸鹿邀請你到牠們的新家。他們新家裡的
物品適合你嗎？若否，你會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呢？

工作紙

簡報

文件夾

勞作物料

玻璃紙

貼紙

水筆

手電筒

5分鐘

4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泳池亮起來！」
1. 老師向幼兒表示：「鱷魚和長頸鹿的新泳池很大，想邀請幼兒為

牠們製造特別的燈，為牠們照明。」
2. 老師向幼兒派發一個透明文件夾，桌上則擺放勞作物料、玻璃紙、

貼紙和水筆，以供幼兒裝飾文件夾。
3. 完成裝飾後，再向每名幼兒派發一支手電筒。老師指示幼兒拿起文

件夾，並將電筒照向自己的文件夾，觀察文件夾中的燈光顏色。
4. 老師可關上課室照明，請所有幼兒再次運用手電筒照向文件夾，

一起營造一個色彩幻化的空間。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每名幼兒先運用手電筒照向自己的文件夾，其後全部幼兒一同照亮

文件夾。兩次的效果有甚麼不同？
 你較喜歡單一顏色還是色彩幻化的文件夾燈？為甚麼？
 你較喜歡自己一人做事，還是與人合作？為甚麼？

14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與人合作做事，並得到美好成果
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我們享受與人合作做事，可以互相分享合作所得的美好成果。

2分鐘

透過鱷魚和長頸鹿在新房子相處的情節，讓幼兒學習與人做事，並互相分享合
作所得的美好成果。

第     節4 教學目標

總結
我們可多嘗試與人合作，並運用各人不同的長處，互相溝通和配合，
完成事情。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社交智慧工作紙(3)」，請幼兒與家人合作完成家務，並記錄下
來。

1分鐘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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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社交智慧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三之

三文化，2007），讓幼兒了解每個人的獨特之處，並學習觀察和接納自己和他人的特質。 
 
 試讓子女與家人或朋友分享彼此間的獨特之處（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我找了＿＿＿＿＿

與我討論。 
他／她覺得我＿＿＿。 我覺得他／她＿＿＿。 簽名 

例：媽媽 例：開朗 例：温柔 媽媽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社交智慧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讓幼兒學習與人相處時多考慮別人的感受，讓

對方感到自在。 
 

 以下圖片展示鱷魚在長頸鹿家中遇到的四項生活困難。試選擇其中一個情景，一起幫助鱷魚解

決困難（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你想幫助鱷魚解決哪一種項困難呢？（請圈出答案）  （ 1 / 2 / 3 / 4 ） 

你猜猜在這情景中，鱷魚先生覺得怎樣呢？（請在適當表情塗上顏色，或在空格內以文字／

繪圖表達其他感受。） 

 

 

 

 
 

你會如何幫助鱷魚先生解決問題？ 

 

1. 門把太高了！ 2. 樓梯太陡了！ 3. 馬桶太大了！ 4. 晾衣服都有困難！ 

其他（請說明）： 

震驚 生氣 傷心 失望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2主題：社交智慧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讓幼兒明白可運用各人所長，合作完成任務。 
 
試與子女於本週合作完成家務，並記錄過程和感受（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幼兒幫忙…… 家人幫忙…… 

第一次： 

幼兒與家人各自挑選一項 

想合作完成的家務 

例：拖地 例：洗碗碟 

第二次： 

與家人交換家務內容 

（視乎情況，可讓幼兒單獨

完成家務或協助家人完成） 

例：洗碗碟 例：拖地 

 
 
 你比較喜歡哪一次做家務的體驗？（請圈出答案） （ 第一次 / 第二次 ） 

為甚麼？ 

＿＿＿＿＿＿＿＿＿＿＿＿＿＿＿＿＿＿＿＿＿＿＿＿＿＿＿＿＿＿＿＿＿＿＿＿＿＿＿ 

你較擅長哪一次家務的內容？（請圈出答案） （ 第一次 / 第二次 ） 

為甚麼？ 

＿＿＿＿＿＿＿＿＿＿＿＿＿＿＿＿＿＿＿＿＿＿＿＿＿＿＿＿＿＿＿＿＿＿＿＿＿＿＿ 

親子工作紙
社交
智慧

主題 堅毅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3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橋本花的小提琴演奏》（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16）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讓幼兒明白具堅毅的人會為著目標或已開展的事情努力完成，
即使過程中遇上障礙及挑戰，也會不屈不撓地克服每個難關，堅持到底，具
毅力地反覆練習已學會的技能，累積點滴成果，以求取得進步或達至成功。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裡的人物故事情節，讓幼兒認識樂器的音韻和特色，引導幼兒發
掘身邊的日常物品來模仿不同音樂聲效；學習欣賞表演時應有的禮儀。

堅毅

(廣闊閱讀) 引起動機
老師播放旋律優美的小提琴演奏和初學者拉小提琴的聲音，以加深學
生對小提琴的認識，使他們能更投入繪本內容。

開展故事

(廣闊閱讀) 配合故事情節播放小提琴的琴音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12頁，內容講述小花在暑假去到爺爺家暫住。
小花看到爺爺每天練習小提琴，從而對小提琴產生了興趣。暑假後，
小花不僅開始學習拉奏小提琴，還決定參加即將舉行的「天才表演」。
惟練習並不容易，偶爾還遭到哥哥們取笑。
（註：本繪本是以倒敍法講述小花參加天才表演的原因，為讓學生能更易掌握故事

內容，建議老師把故事由倒敍變順序，即先展示5-12頁，然後第4頁，最後
才展示1-3頁。）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小花初學小提琴時遇上甚麼障礙/挑戰？她是怎樣克服的？你有類似

的經驗嗎（如：學游泳、學跳繩、學打羽毛球等）？ 
 如果你是小花，當你興致勃勃地告訴哥哥們你打算參加「天才表演」

時，卻遭到他們取笑，你會怎樣做？為甚麼？

小提琴音樂聲帶

簡報

小提琴音樂聲帶

木片琴

樂譜

3分鐘

7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木片琴音樂會」
1. 老師準備木片琴（並按編上CDEG的音階），然後請幼兒敲打並觀察

不同大小的木片所發出不同音頻的聲音。
2. 老師向幼兒表示︰「今天我們有一個具挑戰性的任務 -- 用木片琴

演奏兒歌《瑪莉有隻小綿羊》（只有4個音調）。請你們一起努力
嘗試，按著樂譜練習敲擊演奏，最後我們一起大合奏。」

3.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木片琴及樂譜，讓幼兒開始練習演奏。
4. 過程中，如老師發現個別幼兒停下，可鼓勵說「只要你堅持，便會

做得到」，然後讓幼兒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練習。
 （可按幼兒能力調節演奏難度︰練習曲目難度﹑不看樂譜演奏等。）

16分鐘

第    節1 透過小花學習小提琴及參加天才表演的情節，讓幼兒明白堅毅是即使感到當前
要處理的事並非容易（如：覺得有障礙、技巧上尚未完全掌握、身邊的人不支
持、第一次嘗試等），也會堅持到底，努力地處理好事情。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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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堅毅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自己的學習目
標及練習情況。

繪本分享

(廣闊閱讀) 配合故事情節播放小提琴的琴音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3-18頁（第18頁即小花走上舞台準備表演的
頁面），講述雖然小花在表演前努力不懈地練習，但在上台時仍會感
到害怕。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如果你是小花，上到台前你會有何感受？（如：緊張、害怕、擔心、

興奮…）
 如果你是小花，你會怎樣做？你會繼續表演嗎？為甚麼？

(廣闊閱讀) 場景體驗
 老師準備一把小提琴/其他樂器，邀請幼兒模仿小花到台前表演。

工作紙

簡報

小提琴音樂聲帶

小提琴/其他樂器

5分鐘

10分鐘

透過繪本內容及活動，讓幼兒明白堅毅的人也會遇上障礙及挑戰，但重要
的是面對障礙及挑戰時，仍能堅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

第     節2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工作紙(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請幼兒自行舉手演奏，或老師憑觀察邀請幼兒演奏。
 （如時間充裕，可讓全體幼兒合奏）
 這個任務有挑戰性嗎？過程中你在做甚麼？為甚麼你會這樣做？
 請問有沒有人在練習過程中曾停下來？之後有繼續下去嗎？請分享

是甚麼驅使你繼續堅持下去的。
 請問有沒有人從沒有休息、堅持練習？請分享是甚麼驅使你一直堅

持下去。

工作紙(敍事教學）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個面對挑戰仍堅持到底，並達成目
標的經驗。

2分鐘

工作紙延伸工作紙
派發「堅毅工作紙(1)」，請幼兒及家長選擇一個學習新事物的目標，
並於最後一節堅毅品格課堂時作表演。

1分鐘

工作紙總結
堅毅的人會為目標奮力向前，即使過程中遇上障礙及挑戰，也一樣堅
持到底。

1分鐘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堅毅工作紙(2)」，與其他幼兒分享他們學習
新技能時的障礙及如何克服這個障礙。

繪本分享

(廣闊閱讀) 配合故事情節播放小提琴的琴音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9-26頁（第26頁即完成表演的頁面）， 講
述小花在台上看見各人對她的支持，幫助她克服害怕的情緒，堅持完
成天才表演。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小花是怎樣克服害怕的情緒，堅持完成天才表演的？
 台下的觀眾做了甚麼？
 小花得到家人和朋友的鼓勵而堅持完成挑戰，你有類似的經驗嗎？

工作紙

簡報
小提琴音樂聲帶

3分鐘

8分鐘

透過小花在台上看見各人對她的支持，幫助她克服害怕的情緒，堅持完成
天才表演，讓幼兒明白同伴的支持和鼓勵可以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力量。

第     節3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積木

計時器

體驗活動：「堅毅高塔」
1. 老師向幼兒表示︰「待會兒老師希望挑戰大家用積木建造一座堅

毅高塔，你們覺得可以在3分鐘內完成疊到10層高這個目標嗎？」
（按幼兒能力及積木大小調整高度）

2.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一堆積木，並讓幼兒開始堆疊積木。
 若幼兒能快速完成挑戰則把任務難度提升，並讓幼兒自己定下新

目標再次挑戰。
 若幼兒未能完成挑戰，可把任務難度降低，並讓幼兒自己定下新

目標再次挑戰。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剛才第一次疊高塔時有甚麼障礙？你是怎樣克服的？
 再做一次挑戰時，你有甚麼感覺？
 請問誰沒有放棄堅持到最後？是甚麼讓你堅持到最後？
 欣賞幼兒的努力及堅持。

10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經驗。3分鐘

總結
讓幼兒明白堅毅的人也會遇上也會遇上障礙及挑戰，但重要的是面對
障礙及挑戰時，仍能堅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鼓勵幼兒繼
續堅持練習「堅毅工作紙(1)」的新技能。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堅毅工作紙(2)」（連同「堅毅工作紙(1)」釘在一起），請幼兒
與家人就著工作紙(1)的學習目標，一同記錄學習時遇上的障礙和挑
戰，以及是如何克服的。

1分鐘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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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YEAHYEAHYEAH!」

老師把幼兒分為A組幼兒及B組幼兒進行挑戰。

回合一︰
 老師向幼兒表示︰「請A組幼兒挑戰原地單腳跳十下，直至成功挑

戰才可以坐下。B組幼兒則只作觀察者，不能作任何動作﹑表情及
說話。（即不能提供任何行動或言語鼓勵及協助。）」

 A組幼兒完成挑戰後，兩組幼兒交換角色。B組幼兒進行挑戰，A組
幼兒負責觀察。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你覺得這個活動有挑戰性嗎？難度在哪裡？ 
 其他同學在過程中做了甚麼？能幫助你堅持完成挑戰嗎？為甚麼？

回合二︰

 請A組幼兒挑戰原地單腳跳十下，直至成功挑戰才可以坐下。B組幼
兒則作為觀察者，過程中以不同方式為對方打氣（鼓勵說話、拍手、
歡呼等）。完成後全組一同大嗌「YEAHYEAHYEAH」作結。

 A組幼兒完成挑戰後，兩組幼兒交換角色。B組幼兒進行挑戰，A組
幼兒負責觀察。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在挑戰的過程中，其他同學在過程中做了甚麼？能幫助你堅持完成

挑戰嗎？為甚麼？
 聽到同學為你打氣的說話，怎樣幫助你堅持完成挑戰？
 （全體幼兒）你們喜歡第一次活動還是第二次活動？為甚麼？

老師向幼兒表示︰「當我們仍在努力堅持目標時，若能聽到別人的鼓
勵和打氣支持，會讓我們感覺到快樂和表現得更堅毅 。」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得到同伴的支持和鼓勵後，使
自己堅持下去的經驗。

2分鐘

總結
同伴的支持和鼓勵是使我們堅持下去的動力，鼓勵幼兒在日常生活做
任何事情都保持堅毅。同時，我們亦能擔任鼓勵和支持的角色給予別
人支持的力量。老師設計一個鼓勵動作，鼓勵幼兒繼續堅持練習「堅
毅工作紙(1)」的新技能，並於下一節課堂上作表演。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堅毅工作紙(3)」（連同「堅毅工作紙(1)、(2)」釘在一起），
請幼兒與家人在家一同創作一個支持別人的動作，以繪畫或拍照的方
式記錄下來，並為這個動作配上一句鼓勵性的說話。

1分鐘 工作紙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堅毅工作紙(3)」，與其他幼兒一同分享他的
支持動作及鼓勵說話。

繪本分享

(廣闊閱讀) 配合故事情節播放小提琴的琴音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7-29頁（即到故事結尾）， 講述小花在天
才表演後依然堅持練習，期望有一天能演奏一首完整的曲目。

(廣闊閱讀) 請幼兒觀察繪本內小花練習及表演時其他人的表現。
 小花練習及表演時，其他人在做甚麼？
 在觀賞別人表演時，你會怎樣做？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為甚麼小花在天才表演後依然堅持練習？
 你有像小花一樣堅持練習，希望做得更好的經驗嗎？過程是怎樣的？

工作紙

簡報

鞋

鞋帶

呼拉圈

紙

樂器
(學生自備)

5分鐘

10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 「我的小舞台」 
1. 老師按「堅毅工作紙(1)」幼兒填寫的答案，將他們分成4組。
2. 老師向幼兒表示︰「在第一節堅毅課堂後，請各位小朋友學習一項新

技能，今天便是你們表演成果的日子！在邀請大家上台表演時，大
家也可以運用你們剛剛展示過的鼓勵說話及動作為表演者打氣！」

3. 老師邀請幼兒按組別上台表演，並為幼兒拍照記錄。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分享：
 欣賞幼兒的努力，堅毅地用數個星期的時間學習一項新的技能。
 怎樣才能把這個技能做得更好？

15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反覆練習已學會的技能，力求進
步的經驗。

3分鐘

總結
具堅毅的人會為目標或已開展的事情努力完成，即使過程中遇上障礙
及挑戰，也會不屈不撓地克服每個難關，堅持到底，具毅力地反覆練
習已學會的技能，累積點滴成果，以求取得進步或達至成功。

2分鐘

讓幼兒明白具毅力的人會反覆練習已學會的技能，把點滴的成果累積下來，
以繼續求取進步或達至成功。

第     節4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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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堅毅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橋本花的小提琴演奏》（文林出版有限公

司，2016），讓幼兒明白堅毅是即使感到當前要處理的事並非容易，也一樣會堅持到底，努力地進行下
去。 
 
 試讓子女學習一項「新技能」（這個「新技能」將於最後一節「堅毅」課堂中作表演），並於

接下來的三星期內持續練習，把其中三次練習的過程和感受記錄於下表。（可以文字或繪圖表達） 

 
 

 

日期 
感受 

（請圈出相關感受或在空白位置填寫

感受。可選擇多於一個感受。） 

活動記錄 
（例：連續扭呼拉圈 3次、2種繫鞋帶的
方法、用白紙摺出飛機、簡單彈奏樂器音

階…） 
 

           月           日 
 
很滿足      有自信      感到有障礙       

 
很失望      很焦急      覺得有進步        

 
欣賞自己能堅持練習 

 
其他感受：______________ 

 

 

           月           日 
 

很滿足      有自信      感到有障礙       
 
很失望      很焦急      覺得有進步        

 
欣賞自己能堅持練習 

 
其他感受：______________ 

 

 

           月           日  
很滿足      有自信      感到有障礙     

 
很失望      很焦急      覺得有進步        

 
欣賞自己能堅持練習 

 
其他感受：______________ 

 

我學習的新技能是︰  扭呼拉圈 / 繫鞋帶 / 摺紙  / 演奏樂器 / 自選︰_________                  
（請選擇其中一項）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堅毅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橋本花的小提琴演奏》，讓幼兒明白堅毅的人也會遇上困難，最重要的是能嘗試克

服困難，並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把事情做好。 
 

 試與子女就著「堅毅工作紙(1)」的事情，與子女一起討論一個學習新技能遇上的障礙及如何克
服此障礙的經驗，並以繪圖的形式記錄下來，輔以文字表述。 
 
 

 
 

 
我遇上的障礙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方法克服障礙。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堅毅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橋本花的小提琴演奏》小花堅毅的精神，鼓勵幼兒在日常生活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

堅毅；此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機會擔當鼓勵和支持別人的角色，給予別人正面的力量。 
 
              試與子女一同創作一個打氣的動作，並以繪畫或拍攝照片的方式記錄下來，同時為這個動作配
上一句鼓勵性的說話。 
 
        

我也會說這句鼓勵性的說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要鼓勵自己/別人的時候，我會做這個打氣的動作： 

 

親子工作紙
堅毅

主題 希望

時間 30分鐘

對象 K3學生

地點 幼稚園

使用繪本 《小雲朵》（維京國際，2013）

教學目的 透過繪本故事，讓幼兒對未來有積極的想像，主動發掘事物美好的一面；讓
他們知道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學習為自己訂立目標，並持之以恆達成心願。

廣闊閱讀 透過繪本描繪出來的自然現象，認識水與大自然的關係，並學習珍惜用水。

開展故事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14頁（第14頁即小雲朵希望讓孩子能夠停
課一天的頁面），講述小雲朵享受現在的同時，亦對未來充滿盼望，
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小雲朵看見其他雲朵在做「重要大事」後，她希望自己可以做些甚

麼呢？
 如果你是小雲朵，你想做些甚麼事情？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奇妙種子大變身」
1. 老師向幼兒表示：「雲朵經過花園時，會為種子澆水。種子發芽成

長後，形態會有很大變化。」
2. 老師在投影片展示出不同植物的種子、花朵和果實的形態。老師續

說：「雖然種子其貌不揚，原來生長後會變得如此美麗！」
3. 老師向幼兒派發畫紙和顏色筆，引導幼兒想像自己「奇妙種子」的

成長，並畫出它將來會變成的樣子。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試分享一下你的「奇妙種子」會長成甚麼樣子。（老師可引導幼兒

說出植物不同部分，如：花、莖、葉、果實等。）
 我們的成長和「奇妙種子」一樣，有著很多可能性。你認為自己長

大後，有甚麼地方會變得不一樣？（老師可引導幼兒分享一個外表、
能力、興趣等範疇的想像。）

簡報

植物圖片
畫紙
顏色筆

10分鐘

13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個未來想達成的心願。5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希望工作紙(1)」，請幼兒與家人一起憧憬升讀小學的生活，並
將結果寫/畫在工作紙上。

1分鐘

總結
心存希望的人對未來會有積極的想像。

1分鐘

希 望

第    節1 透過繪本裡小雲朵希望做「重要大事」的情節，讓幼兒學習對未來有積極的想
像。

教學目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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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教學）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希望工作紙(1)」，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對小學生活
的憧憬。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15-24頁（第24頁即小雲朵找到新朋友的頁
面），講述小雲朵被暴風雨吹到一個新地方後，認識不同新朋友。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暴風雨把小雲朵吹到陌生的地方後，小雲朵有甚麼感受呢？
 小雲朵在陌生的地方做了甚麼事情？
 承上題，如果你是小雲朵，你又會做些甚麼呢？ 

工作紙

簡報

5分鐘

8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認識新朋友」
1. 老師向幼兒介紹：「小雲朵到了陌生的地方後，會主動認識新朋友，

向他們問問題。我們現在也來學習小雲朵，向其他小朋友發問吧！」
2. 老師可先向幼兒示範發問（如：飲食喜好、喜愛的卡通人物和興趣

班等）。
3. 老師指示幼兒在限時裡，盡量尋找不同對象發問，直至老師宣佈停

止活動為止，同時鼓勵幼兒在過程中記住一些有趣的答案，留待下
一環節分享。

(敍事教學) 活動後讓幼兒分享：
 你向他們問了甚麼問題？試分享一個你覺得最有趣的答案。
 你平日有多常主動接觸其他幼兒及向他們發問呢？
 你曾經有過發掘事物後感到驚喜的經驗嗎？試分享當時經歷。

10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主動探索新事物後，感到驚喜的
經驗。

5分鐘

總結
我們面對未知事物時，可以主動發掘事物美好的一面。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希望工作紙(2)」，請幼兒與家人一起想方法實現升讀小學後的
願望。

1分鐘

透過小雲朵被暴風雨吹到一個陌生地方後，主動接觸不同事物的情節，讓幼兒
學習面對未知事物時，主動發掘事物美好的一面。

第     節2 教學目標

工作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邀請幼兒分享「希望工作紙(2)」，與老師及其他幼兒分享實現升讀小
學後願望的方法。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25-34頁（第34頁即小雲朵很累但又很開心的
頁面），講述小雲朵看見青蛙們的需要，然後努力為牠們變出大池塘。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當小雲朵看見青蛙們紛紛跳入池塘，她有甚麼感受？
 如果你是小雲朵，你還想幫助哪些動物？你會做些甚麼？

工作紙

簡報

畫紙

顏色筆

泥膠貼

3分鐘

6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雨後彩虹長又長」
1. 老師向幼兒表示：「小雲朵使天空下起大雨後，天空會出現一道長長

的彩虹。」
2. 老師邀請幼兒一起製作長長的彩虹。老師向每名幼兒派發一張印有

彩虹外框的畫紙及顏色筆，在畫紙填上色彩。
3. 待幼兒完成自己的作品後，老師利用泥膠貼，將幼兒的畫紙在課室

牆壁上拼合起來，形成一道長長的彩虹。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老師向幼兒表示：「經過一番努力後，我們終於能夠把天上的彩虹帶

到課室內。」
 你還想了解哪些自然現象呢？我們在生活中可以怎樣體驗這些自然

現象及學習有關知識呢（如：閱讀、遊覽博物館、瀏覽互聯網等）？
 老師與幼兒分享：「原來這些自然現象及其他事物早已存在於我們的

生活中，只是我們未必留意到它們，但我們可以主動將知識掌握到
自己手中。」

 老師邀請幼兒分享一件他們想了解更多的事情，並想出尋找答案的
方法。

14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堅信自己會成功，最後達成心願
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抱有希望的人相信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1分鐘

延伸工作紙
派發「希望工作紙(3)」，請幼兒與家長構思升讀小學前可以做些甚麼
準備。

1分鐘

透過小雲朵努力為青蛙變出大池塘的情節，讓幼兒明白抱有希望的人相信未來
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     節3 教學目標

工作紙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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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希望  親子工作紙(1) 
 

姓名：   日期：  
 

在「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中，透過繪本《小雲朵》（維京國際，2013），讓幼兒學
習對未來有正面的想像及抱有心願。 
 
 試和子女一起憧憬升讀小學後的生活（如：校園環境、課外活動、課堂情況等），並記錄下來

（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希望  親子工作紙(2)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小雲朵》，讓幼兒學習面對未知事物時，主動發掘事物美好的一面。 
 

 試與子女一起想方法實現一個升讀小學後的願望（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我希望升讀小學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可以這樣做達成我的願望…   又或者這樣做… 

 

 

 

 
 
 
 
 
 
 
 
 
 
 
 
 
 
 
 
 
 
 
我向爸媽訴說我的願望後，他們對我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雅各福群會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K3主題：希望  親子工作紙(3) 
 

 

姓名：   日期：  
 

透過繪本《小雲朵》，讓幼兒明白抱有希望的人相信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試與子女一起為升讀小學作準備，並記錄下來（可以繪圖表達，並以文字輔助闡述）。 
 
 
 
 
 
 
 

我可以做的準備：＿＿＿＿＿＿＿＿＿＿＿＿＿＿＿＿＿＿＿＿＿＿＿＿＿＿＿＿＿＿＿＿ 
                              （學習閱讀上課時間表／書寫家課冊／自己更換校服／其他） 

 

 

 

 

 

 

 

 

感想：完成活動後，請在下列表情中，挑選一個最能表達你對即將升讀小學的感受。（請在

適當表情塗上顏色，或在空格內以文字／繪圖表達其他感受） 

 

 

 

 

 

 

充滿自信 擔憂 

其他： 

緊張 期待 

親子工作紙
希 望

時 間 內 容 物 資

(敍事教學) 幼兒分享
請幼兒分享他們完成的「希望工作紙(3)」，與老師及其他幼兒一同分
享他們升讀小學前可以做的準備。

繪本分享
利用放映機展示繪本第35-39頁（即到故事結尾）， 講述小雲朵得到
其他雲朵讚賞後，飄到別處，想繼續做其他不同的大事。

(敍事教學) 故事後與幼兒討論：
 小雲朵成功幫助青蛙後，她有甚麼感受？為甚麼？
 若你是小雲朵，你希望在這些地方做些甚麼大事？（老師展示不同

自然環境的照片，如：沙漠、雨林、城市及極地等。）

工作紙

簡報

照片

環境配對卡

影片

5分鐘

5分鐘

(廣闊閱讀) 體驗活動：「小雲朵離開後……」
1. 老師向幼兒說：「小雲朵在不同的環境做大事並離開後，她灑下的

雨水被人弄得很骯髒。」
2. 老師將環境配對卡打亂放在桌子上。（配對卡例子如：乾淨和骯髒

的街道、浪費和珍惜食物、空氣污染及藍天白雲等） 
3. 老師邀請幼兒配對環境卡，並猜猜小雲朵樂於看到哪一種環境。

(敍事教學) 活動後與幼兒討論：
 我們可以如何實現出環境配對卡上理想的環境（如：把垃圾扔進垃

圾桶、外帶在餐廳吃不完的食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除了配對卡中的環境外，我們還可以訂出甚麼保護環境的目標？

（老師可準備有關保護環境的影片並播放予幼兒觀看，引發幼兒
想像。）

 在日常生活中，你有甚麼目標想達成呢？你可以如何達成心願？
（老師可邀請其他幼兒，一同想辦法達成心願。）

13分鐘

(敍事教學) 老師與幼兒共同分享一次訂立目標並持之以恆，最後成功
達成心願的經驗。

5分鐘

總結
我們可以為自己訂立目標，並持之以恆，以達成心願。

2分鐘

透過小雲朵探索新方向的情節，讓幼兒學習為自己訂立目標，並持之以恆，以
達成心願。

第     節4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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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

2020-21學年品格學習成效評估

過去兩年，受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影響，全港幼稚

園多次停課或縮短上課時間。〈「品格生命樹」第三期	 –	 廣闊閱讀與幼兒品

格成長計劃〉（原訂2019-20學年完成課程）在8間幼稚園推行的時間亦因此

受阻。經各方同意，計劃延至2020-21學年內完成。為配合各校校情，「品格

童心課程」由原本設定的面授模式調整為兩種學習模式：（1）按原計劃在校

進行實體品格課程及（2）在家觀看網上品格課程之教學影片。以下就兩種學

習模式，報告幼兒品格教育的推行成效。

﹝註﹕於2019-20學年後，品格課程受到上述因素影響，蒐集問卷過程相當困難，而已收回的較為零

碎，故此報告僅以2020-21學年進行的「仁愛」、「社交智慧」兩個品格課程作統整評估。﹞

第一部分﹕幼兒在校接受實體品格課程的成效評估

1.  對象及程序

研究員從4間推行實體課程的幼稚園，隨機挑選共230位（按學生比例）

幼兒為研究對象，他們包括經過「仁愛」品格課程的K2幼兒，以及「社交智

慧」品格課程的K3幼兒。此外，我們亦邀請這些幼兒的班主任，包括K2共16

位、K3共19位參與「觀察幼兒品格行為」問卷調查，班主任需要在推行品格

課程前及課程後的兩星期內填寫相關問卷。課程完結後，我們從K2班主任收

回114份問卷、K3班主任收回116份問卷。

此外，我們亦邀請K2及K3家長在課程完結後填寫「觀察幼兒品格行為」

問卷，以了解其子女在家實踐品格的情況。我們從K2學生家長收回275份問

卷、K3學生家長收回223份問卷。

2.工具 

2.1	教師

幼兒品格量表（CSI-EC;	 Shoshani,	 2019）。此量表共涵蓋24項品格，每項品

格共4題，合共96題，適用於量度3-6歲幼兒的品格行為。本問卷設計只採用與此本

計劃相關的問題（即仁愛、社交智慧，各4題）。教師需填寫適當量度，來表達學生的

實踐情況（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此量表原為英文版本，研究團隊將其翻譯

成中文版本，量表的中文版本具高可信度（仁愛﹕前測α=.94、後測α=.89；社交智

慧﹕前測α=.90、後測α=.91）。

幼兒自我效能感量表。此量表是參考Schwarzer（1997）編制的自我效能感量

表（10題），然後依據幼兒身心發展特點而進行改編，如「無論什麼事在學生身上發

生，他/她總能說出『沒問題』、『我做到』的說話」、「學生自信能應付新的事情」

等。量表改編後共6題，採納五點李克特量表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量表具高可信度（仁愛：前測α=.91、後測α=.89；社交智慧：前測α=.92、後測

α=.93）。

幼兒在品格課堂的學習情況。教師就學生在品格課程的表現，填寫適當量度，

來表達學生課堂的學習情況（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此部分共設4題，問及

學生在課堂的投入程度、理解程度、功課完成度及課後表現等，如「學生能投入在	

品格課堂之中」、「上完品格課程之後，透過工作紙、平時發問等形式，學生學習到

品格以外的知識。」。此部分作為「後測問卷」。

2.2	家長

	 家長問卷共分為3部分，包括幼兒品格量表（CSI-EC;	 Shoshani,	 2019）及	

孩子在家中的表現（共5題），如「透過工作紙、發問等形式，學習品格以外

的知識」、「享受完成品格課程工作紙的過程」，題目採納五點李克特量表計分	

（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成
效
評
估

周惠賢博士					林思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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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幼兒的品格與自我效能感前後測對比（教師評量）

K2及K3教師都同意學生能投入在品格課堂之中，平均得分分別為4.08及4.57

（即程度介乎在「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或許K3學生學習能力較K2強，K3	

教師普遍認為學生能充分理解品格課程的內容（4.28分）；相比之下，	K2教師的整體

評分介乎在「一般」至「同意」之間。在課堂以外的延伸活動（工作紙），兩級學生

基本上都能獨自/	在協助下提交品格課程工作紙。

「品格生命樹」第三期從繪本閱讀中,	 加入「廣闊閱讀」的概念;透過閱讀,	 擴闊	

幼兒的視野。K3教師同意學生能透過工作紙、平時發問等形式，學習到品格以外的	

知識（4.17分）；相較下，K2學生表現稍遜（3.83分）。

另外，將幼兒在課程前後的「品格量表」得分和「自我效能感」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	 Sample	 t-test)，結果顯示幼兒在品格課程後，兩者均有顯著提升	

（K2：仁愛	t=-11.83,	p<.05；自我效能感	t=-10.11,	p<.05。K3：社交智慧	t=-12.74,	

p<.05；t=-13.40,	p<.05）（見表二）。

3 結果及分析 

3.1	 教師評量

Ruch,	Weber	&	Park（2014）的「青少年品格量表」，都是對「自我效能感」

的有力預測指標。本報告將幼兒「品格量表」得分與「自我效能感」進行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根據前測結果，K2學生的「仁愛品格」與「自我	

效能感」有中度相關（r=.65,	 p<.05）；後測結果相若（r=.65,	 p<.05）；即表示	

仁愛越高的學生，自我效能感也越高。K3學生在前測的社交智慧品格得分與自我效能

感為高度相關（r=.75,	 p<.05），後測的結果相若（r=.79,	 p<.05）；也即表示社交	

智慧越高的學生，自我效能感也越高（見表一）。

表一．幼兒品格與自我效能感的相關系數（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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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幼兒在家學習品格的整體評分（家長評量）

表五．幼兒在家學習品格的評分分佈（家長評量）

表三．學生在品格課堂的整體評分（教師評量）

3.2	 家長評量

根據「幼兒品格量表（CSI-EC）」結果（表四），K2家長「同意」孩子在

「仁愛」方面的學習表現，平均得分為4.00、標準差為0.56；K3家長對孩子的「社交

智慧」的平均評分為3.82；標準差為0.63，表示家長的整體評價介乎在「一般」至

「同意」之間。

至於孩子在家學習的情況，近五成K2學生及六成K3學生，有向家人提及在校學

習的品格或相關繪本內容；近六成K2學生及七成K3學生，能獨自或在協助下完成品

格課程工作紙。根據表五，家長表示，超過六成K2及七成K3學生透過工作紙、發問等

形式，學習品格以外的知識及閱讀與品格繪本內容相關的書籍；（雖然整體得分為有

3.78），只有不足兩成K2及K3學生是享受完成品格課程工作紙的過程，超過一半比例

都只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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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幼兒的品格量表（CSI-EC）評分（家長評量）

在受訪家長的觀察中，有五成半（K2）及六成（K3）孩子，有向家人提及過在	

校學習的品格或其繪本之內容。此外，完成網上品格課程後，	K2孩子與K3孩子相比，

更能在獨自/	在協助下完成品格課程工作紙（K2，73%；K3，57%）、享受完成	

品格課程工作紙的過程（K2，74%；K3，67%）及有閱讀與品格繪本內容相關的書籍	

（K2，83%；K3，74%）。兩級孩子都有超過七成曾透過工作紙、發問等形式，	

學習品格以外的知識（見表七）。

第二部分﹕幼兒在家觀看網上品格課程的成效評估

因應疫情（COVID-19）情況，全球學生的學習模式出現重大的轉變——由傳

統課室轉為在家透過電子學習。本計劃就幼稚園停課及在家學習的安排，修訂原來	

教案，然後由計劃團隊將之拍製成4節品格課程影片，供學生在家學習。為了解幼兒在

家學習品格的成效，我們邀請家長在課程完結後填寫問卷調查。以下是家長對孩子在

家觀看網上品格課程的學習評估。

1 問卷內容及收回數量

	 學生的品格學習成效問卷分為兩部分，包括品格量表（CSI-EC,	2019）及在家

學習品格的情況。在3間幼稚園之中，「仁愛」問卷僅收回48份、「社交智慧」問卷

僅收回30份。1	

1	受疫情影響，計劃團隊在蒐集模式二（幼兒在家觀看網上品格課程成效評估）之家長意見回饋方面未如理想。此

部分結果所得之代表性有限，僅作參考。

2 結果及分析

	 據表六，家長對K2孩子的「仁愛」實踐的評分為4.09分、標準差0.65，即表

示這些孩子都能表現出仁愛的行為，尤其當孩子看到其他同學身在痛苦或遇到問題，

他/她會嘗試伸出援手（4.13分），以及孩子能體貼周圍環境、友善待人及表現仁慈

（4.13分）。家長對K3孩子「社交智慧」實踐的評分為3.77分，標準差0.65，表示家

長大體同意學生表現出社交智慧；表現較好的是孩子與其他朋友玩耍時，相處融洽。

「社交智慧」表現的得分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受疫情的影響，孩子留在家中，較少	

機會與其他人相處，未有很多機會展現出「社交智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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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總結

（K2）幼兒對小鯨魚的擱淺感到難過，因而想盡辦法想拯救牠，從中看到幼兒

的「仁慈」。（青彼，鄭頌雯老師）

（K2）幼兒一起合力溫柔地輕搖快樂傘，還說：「小鯨魚小心呀﹗我會想念你。」

更有一位幼兒向老師說：「我感到很傷心。」他們很享受整個活動，亦看到	

幼兒能代入他人的遭遇，使用同理心，了解他人感受及關心別人。（青彼，

陳桂英老師）

經過「好奇心」的品格課堂後，老師觀察到大部分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多了發問

問題，例如幼兒會問：「老師，為甚麼你今天沒有戴眼鏡呢?」老師為此感到	

十分驚喜，原來他們十分留意老師的轉變。（銅幼，K1老師）

老師觀察到（K2）幼兒在自選活動時，能主動告訴老師︰「待我完成整份學

具，才會到娃娃角玩耍﹗」可見他們能在課堂後呈現出「自制力」的品格，不

受外界事物影響，先專注完成自己眼前的工作。（銅幼，K2老師）

表七．幼兒在家的品格學習情況（家長評量）

據評核結果，教師認為「正向童心品格課程」能有效提升幼兒品格行為，而且，

幼兒品格行為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家長也普遍認為孩子在家有實踐出目標

品格。然而，受疫情影響，本報告主要依賴量表的方法評估學生的品格學習成效，

而原定的入校觀課及教師質性訪談等方法未能如期實行。「品格」是透過人的行為

表現出來，而表現方式各有不同，故僅用量化研究方法難以概述所有的行為表現。

現將老師就推行品格課程的心聲，整理出一些上面量化研究所未能呈現出的幼兒

品格實踐，以讓大家進一步了解此計劃的成效，同時亦去感受幼兒實踐品格行為的

溫暖以及其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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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童書」顧名思義，是具有品格教育意義的兒童圖書；兒童通過閱讀	

繪本，了解品格的內涵。在坊間，童書多由成人撰寫及作畫，以啟迪和滋養閱讀者

的個人品格與心性。「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下稱「生命樹第三期」）	

團隊作出突破，所編製的《品格童書》交由幼兒作創作者和「主角」，將他們在	

「正向品格課程」的親子工作紙輯錄成獨特、讓人回味的品格「童書」。

「正向品格課程」的親子工作紙設計概念，建基於美國正向心理學家馬丁．

賽里格曼的「幸福理論」（M.	Seligman,	2002,	2011）。他指出人「真正的幸福」

（authentic	 happiness）來自了解及培養自己的強項（strength），在工作、

生活、學習之中應用出來（Seligman,	 2002）。及後，他在《持續的幸福》（2011）	

中提出「幸福理論2.0」（PERMA），我們若要持續得到幸福，就須具備五種	

不同的元素，包括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義

（meaning）、人際關係（relationship）及成就（achievement），就能擁有

蓬勃的生活（flourishing	of	life）。因此，此計劃鼓勵幼兒在品格學習後與家長完成

品格實踐「工作紙」，一方面強化幼童的品格實踐；同時亦鼓勵幼兒記錄實踐時的

經驗、情緒和感覺，令幼兒「品格強項」和「幸福感」更具象化。之後，本計劃的

團隊將每位幼兒的「工作紙」整理，並輯錄成一個個獨特的「品格童話故事」。

「生命樹第三期」因應學生不同的成長進度，設計出不同的品格學習——K1：

「好奇心」和「仁慈」；K2：「自制力」和「社交智慧」；K3：「堅毅」和「希望」。

閱讀此《品格童書》，我們不難發現幼兒實踐正向品格的趣事，以及上述所提及的

五個向度的幸福元素；藉此也啟發我們再思進深推行幼兒品格培育方向。

《品格童書》導讀﹕
幼兒的品格實踐及幸福生活

周惠賢博士					林思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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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充滿陰霾、不穩定的一年，我們喜見教師和家長都認同幼兒在校及在家，

都有透過工作紙、發問等形式，學習品格以外的知識，以及閱讀更多與品格繪本內容

相關的書籍。時代不斷轉變，具備良好的品格可幫助初探社會的幼兒去面對時代的	

挑戰。書本看似是種落後的文化載體，但它卻保存了人類文明和智慧。有異於速食、	

輕易提供「答案」的「線上」（online）活動，閱讀讓我們在「線下」（offline）慢下

來，經由閱讀，儲藏知識、裝備或組裝自己的資源，免於在虛擬的世界迷失，並讓內

化的品格特質成為成長路上重要的力量。

58 59



2. 投入

投入一項任務，是身心皆能投注其中，在過程或回想起會有「好玩」、「好棒」

的感覺。K2幼兒在生活中會專注投入做的事情有很多，包括﹕閱讀、畫畫、烹飪、

清潔玩具、做功課、練習寫字、玩玩具、砌積木、做運動、看卡通片、幫家人做家務	

（如洗菜、挑紅豆）、彈琴、做手工等，他們都能專心致志地完成。

投入不一定是做關乎做某種技能的事。K1幼兒對學習投入時會充滿好奇、很感

興趣、常常問為什麼；對於不明之事，會與家長一起投入尋找答案。幼兒也會透過	

觀察、到圖書館或在網上學習更廣及更深入的知識。「工作紙」中問及，當幼兒的疑問	

得到解答後的心情時，他們表示會感到愉快（40%）、滿足（13%）、驚喜（30%）；

不過，有時也會因為答案過於複雜而令少部分幼兒（5%）感到傷腦筋；其餘12%則	

沒有作答。

當人十分投入一項事情時，即使遇到障礙而稍有分心的話，也會設法克服。K3	

學生在學習上遇到障礙時，想出了很多辦法克服它，例如﹕當電視太吸引，無法專注

做事時，最好的方法是關掉電視；多次練習技能而尚未能成功的話，會繼續練習多次

或請教他人；或是嘗試轉換看待「障礙」的方式，例如：覺得學習英文很困難的話，

會當成是在學習唱歌，從而練習英文。

3. 人際關係

要與人建立好的人際關係，就得學會觀察、接納和欣賞自己和他人的特質。在

K2幼兒的觀察中，父親的形象除了是「勤奮」、「賺錢養家」、「魁梧」、「強壯」

外，他們在填寫「社交智慧」工作紙中，也描繪出自己爸爸有趣的一面，如「搞笑」、	

「聰明」、「樂於助人」、「體弱」、「愛睡覺」；而在家人眼中，自己原來是	

「很活潑可愛」、「會照顧人」、「淘氣」、「頑皮」、「有禮貌」、「表達能力

強」、「愛笑的小孩子」。幼兒從家人相互了解的過程中，能培養出多角度思考的能

力，並且也增進彼此感情。

一、童書的幸福元素

1. 正向情緒

正向情緒不只是「開心」或「喜悅」，還有感激、寧靜、自豪、激勵、愛和充滿

希望等。正向的感覺所給予人的，除了當下獲得的正向情緒，也能給自己積累成長的

心理資本（Fredrickson,	1998）。

「希望」是對未來有積極的想像。K3幼兒學習此品格後，大部分對於升讀小一感

到開心、充滿自信或是期待；有八成幼兒認為即使遇到困難，也會憧憬美好；儘管仍

有很少部分會感到緊張、擔心。他們對升讀小一的校園生活充滿積極想像，有些希望

可以當上班長、認識很多新朋友（成為好朋友）、在小息時可以與朋友到操場自由玩

耍或吃茶點、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如田徑、合唱團、足球隊、跳中國舞），有些則

期盼著和姐姐哥哥一起拖手上學、小息時到小食部買零食、每天愉快學習和做功課，

參加運動會等。有些幼兒希望升讀小學後，抽些時間重返母校探望老師，看得出他們

對母校喜愛和感激之情。有些希望自己小學可以「開開心心」、「快樂」和「變得勇

敢」。有些則給自己訂下成長目標——「成為籃球員和乒乓球員」、「成為照顧水母

大使」、「有140cm高」、「成為小智（精靈訓練員）」、「自己設計學校外牆」、

「探索世界、增廣見聞」。

當我們遇到不如意事時，或會容易感到憤怒等負面情緒；憤怒太久，更會為身心

帶來負面影響。若想好好管理情緒，不妨借鑒K2學生自己想出來在憤怒時讓自己平靜

下來的方法﹕吃喜愛的零食、喝一杯暖水、吹風扇/冷氣讓自己「冷」下來、睡一覺、

靜坐、看書、畫畫、聽音樂、請爸爸媽媽給個擁抱、深呼吸、吹汽球、唱歌、到公園

吹吹風、聆聽大自然的聲音、數數（由1數到10）、做數學題、填色、看喜愛的電視	

節目等。這些方法都提醒我們在面對負面思想時，覺察和調節自己，逐漸建立正面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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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義

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認為，「讚美」是對孩子成就

的肯定；「鼓勵」則是對孩子所付出的努力的肯定，可以幫助孩子發展勇氣及社會	

情懷。K3幼兒生除了學習做事要堅毅，還可以在別人有需要時擔當鼓勵和支持別人

的角色。為此，此級幼兒創造出各種讓人振奮、窩心的打氣動作和說話，給予自己和	

他人正面的支持。除了常見的「努力」、「加油」、「你一定得」及展示勝利的「V」

字手勢外，幼兒還想到以下說話，給別人增添正向能量：

做不到的事情、休息一下再試，或找別人幫忙。

不要放棄/	Never	give	up.	

相信自己能做到的，努力加油﹗

做得很好﹗

有志者，事竟成﹗

給你一個抱抱，請繼續努力﹗

不要氣餒，一起加油﹗

拍拍手,	加加油﹗

此外，我們要學習多顧及別人的感受，讓人感到自在和被尊重，才能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K2幼兒都能從《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這本繪本，體會到	

鱷魚遇到生活困難時會傷心、失望、震驚，甚至會感到生氣；這種「同理心」驅使	

幼兒想出辦法幫助鱷魚（他人）解決窘境，如為鱷魚準備迷你廁所方便上廁、準備	

梯子或櫈子等工具幫助牠爬高取物。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幼兒對弱小的關顧，對人懷有

關懷之心。

4. 成就

成就是一項追求目標達成的狀態，可以帶來正向情緒，甚至快樂。K3幼兒實踐

「堅毅」時，是為學習「新技能」而努力以赴。幼兒在學習「新技能」過程中，可能

遇上障礙；然而，有五成幼兒找到為障礙「解鎖」的方法後，都能感到滿足、自信、

覺得自己有進步和欣賞自己能堅持；經過多次兩、三星期練習後，有這些正面想法的

學生增加至近八成；約有三成幼兒在練習新技能遇到障礙時，會感到失望和焦急。

在實踐「堅毅」過程中，有位幼兒決定學習新樂器，最初練習感到緊張和焦慮；

過程中有時會哭、感到手痛，不過也漸漸喜歡上練習彈琴；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	

學會了彈奏《生日歌》、《聖誕歌》等曲目，他欣賞自己有很大的進步之餘，自信心

也增強了。另一位幼兒最初學習摺紙玩具「東南西北」時，感到焦急和遇到障礙，	

過程中雖然感到焦急，但也感到開心、滿足和有進步，最後因學會了而感到滿足和	

有自信。此外，亦有幼兒最初跳繩只有8下，常常被絆倒；經過練習後，再多2下；

再努力練習下，已經能跳15下了。因為堅持而最後獲成功感，都令大部分幼兒獲得	

「滿足」、「很好玩」，「我得左啦」、「原來接受挑戰是開心的」的感覺；又有些

幼兒還會開心地與家人分享努力而來的成果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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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格實踐自生活細處

在《品格童書》中，可以看到幼兒的品格實踐場境都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如

家中、校園，親戚家裡等；或是在閱讀過程、上課途中；甚至回到嬰孩時，憧憬未來

等，這些場境都成為幼兒的「品格經歷課室」。K1幼兒從繪本、動物園、樓下公園等

場境，發揮好奇心，發問了好些問題，了解一些動物的特性。K2幼兒記下自己運用	

自制力、專注做事的過程；過程雖然未必十分順利，不過都能在課外活動、協助媽媽

做家務過程中專注做完事情。K3學生練習小提琴、運動技能，或做功課時，都以堅毅

的精神去進行，直至完成為止。實踐品格無須特定的時間或場境，做出來的事也	

不一定吸引到別人注意，只要掌握品格的特質，隨時隨地都可實踐出來。品格實踐離

不開生活，培養幼兒品格習慣，可自生活細處做起。

3. 親子共同實踐品格

對進行幼兒培育來說，大多人認為最便捷的知識傳遞方法就是由上而下教導、	

傳輸。然而，在教授品格這些抽象的概念，若家長與幼兒共同經歷、體驗，反而更

能發揮指導性作用。幼兒在實踐品格的過程中，需要依賴他們對知識的掌握程度，	

以及大腦對這些知識的處理方式。幼兒的智力正處於發展階段，儘管他們已從繪本或

他人身上理解和吸收相關的經驗，但他們在面對未知、不懂時，也會感到緊張，故

在實踐行為這個領域上，也亟需適當的指導和鼓勵，學習解難，持續實踐下去。正如	

有位K3幼兒「希望」升讀小學後可以「結識多些朋友」，父母知道他有這個「希望」

時，就對他說要「真誠對待每一位朋友，學習互相信任。」這個孩子有「結識朋友」

的願望，至於如何打開話匣子、或如何相交，都是比較實際的行為。父母若能指導和

以身作則，就能鼓勵孩子大步向著「心願」前走，增加實現的「希望」的可能性。	

親子共同實踐品格，可以推動幼兒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幼兒除了獲得深刻記憶，	

也能增加親子間的正向回憶。

二、品格培育的啟發

除了以上的幸福元素外，我們從幼兒的作品中，發覺他們有無限的創意，啟發我

們反思推行幼兒品格培育的方向。

1. 1. 藉實踐品格行為，開啟創意思維

「創作」是運用已有的知識、經驗和技術，創造出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全新東西。

幼兒的創意最為天馬行空，因為尚未受太多社會規範的拘束；他們的創作目的不在於

滿足他人，而是反映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體驗。

「生命樹第三期」的課後工作紙設計，目的是希望藉著親子互動，啟發幼兒實踐

品格時發揮創意和想像力。雖然每一級工作紙的設計框架相若，但幼兒在家長的引導

下，結合所學及自身特殊經歷，都展現出無限創意去實踐正向品格行為。例如：有些

K3幼兒想像升讀小一後，能看懂上課時間表、培養閱讀習慣；有些則希望成為「精靈

訓練員」，收服各種小精靈。幼兒的想法都令我們產生好奇，想知道他們會以何種形

式完成這些心願。

因此，不論幼兒教育工作者或是家長，推行品格教育時，勿急於要求幼兒給出

「標準答案」，這樣會扼殺幼兒對正向品格實踐的各式想像。同時，亦毋須急於「矯

正」幼兒的想法是「不現實」、「不可能」或「做不到的」，這樣或會令幼兒「學

到」——「請你告訴我怎樣才算現實和可行」。反之，我們可因應孩子的性格特質，

啟動他們心智作出自由想像，創造更多對己對人的正向品格行為。例如我們可以鼓勵

幼兒想像：自己對小精靈的熱誠，能否成為跟別人打開話匣子的一把鑰匙，又或者	

能否令他將來成為一流的動物訓練員。這些想像幫助幼兒形塑個人的喜好和能力，透

過預演未來加強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從而令他們更願意接受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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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歡校長

聖公會荆冕堂士德幼稚園

「喜愛閱讀，成就豐盛生命」

閱讀是一個成長的歷程，兒童天生喜歡聆聽

故事，過程中除了增進知識外，還能建立正面的

人生觀，擁有豐盛的人生。因疫情的關係，上年度品格生命樹的課程延伸至本年度

繼續進行。在這個新常態的學習模式下，我們面對很多挑戰，但我們的心仍然是非

常熱切的，希望透過各種活動讓幼兒能喜愛閱讀，培養他們對閱讀的興趣。故此本

年度學校繼續參加聖雅各福群會品格生命樹計劃，在整個計劃中感謝聖雅各福群會

在各個活動上的帶領和協助。學校、家長及幼兒的學習道路是不會停止的，我們希

望藉著不同的活動把不同的品格像幼苗一樣植根於老師、家長及幼兒心中。

於學校層面方面，本校老師透過參與教師培訓工作坊認識「敍事進路」教

學法，並以繪本與幼兒在校內進行閱讀課程，當中老師學習透過繪本發展幼兒各個

學習領域，並進行情意教育。透過故事的內容及人物的行為帶出堅毅、希望、愛心、

自制力、好奇心、仁慈、社交智慧、喜愛學習及感恩等品格。

在幼兒層面方面，幼兒在課堂內聆聽老師閱讀的繪本故事，再進行各個延伸活

動，孩子們多讀多聽，潛移默化，能自然地培養良好的品格，建立正向生命的價值

觀，另外幼兒亦參加親子繪本閱讀獎勵計劃，於閱讀圖書後會與家長一起完成閱讀

日誌，從中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

在家長層面方面，家長有機會參與家長講座、親子品格日及親子讀書會的

活動，共同學習帶領幼兒閱讀的技巧，學習將個人的經歷和故事與子女們分享，共

同為孩子們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發展出正向品格。

我們希望士德幼稚園的孩子們，能成為一位有德行有智慧的人，而閱讀繪本正

是一個方法讓幼兒學習不同的品格，因為繪本有圖畫及文字的配合，幼兒會易於明

白。而這次在實踐品格方面，正正能讓幼兒在互動學習的環境中，老師及家長分別

與幼兒在延伸活動及親子工作紙中，體會和實踐良好品德，成就豐盛的生命。

校
長
的
話

三、小結

	 品格不是遙不可及的人格質素，它在人與人交往中展現出來，我們可從生活	

細節處開始實踐品格。在過程中，幼兒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可多與幼兒一起實踐正向

行為，讓他們建立正面的情緒，同時也促進師生/親子關係。幼兒的品格培育不能一蹴

而就，成人在教導幼兒時要多給予他們時間和空間，讓他們內化和實踐，幼兒的品格

強項才能成熟養成，擁有上面所提的幸福元素。

	 美國畫家傑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說過﹕「如果作品

能傳達故事，如何運用顏料繪畫便不再重要。」如果此話套用在幼兒的《品格童書》

上，簡單、稚嫩的線條已經傳達出一個個真摰、具童趣的品格實踐故事，我們也毋需

在意他們繪畫技巧。當我們欣賞《品格童書》時，不妨放下平日大人看畫的眼界，	

就會發現幼兒具活力的想法和無限的創意，這有助我們了解幼兒內心的世界。同時，

當我們細味幼兒尚未被社會條條框框限制想像的故事時，也幫助我們反思及開闊自己

人生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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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本校已第二次參加「品格生命樹」計劃。是次計劃除了透過「敍事

進路」的模式，更加入「廣闊閱讀」的概念，以繪本連結生活，讓老師、孩子及家

長一同走進故事，透過不同的活動，體驗當中的情節，並連繫生活經驗作出分享。

記得有一次，高班於大堂進行有關「堅毅」的體驗活動，老師特別設計出多

人進行的「二人三足」活動。老師用彩帶把幼兒的腳綁起來，再請幼兒一起走向

終點。活動初時幼兒接連失敗，之後老師與幼兒進行檢討，與他們重溫繪本中主

角堅毅的表現，幼兒很快便重拾信心，再次嘗試，最後更獲得成功，滿足得哈哈

大笑。活動完結後，老師再次與幼兒一起進行分享及總結，發現活動除了讓幼兒

體驗到「堅毅」的品格，亦能展現出「合作」的精神。

我相信品格的發展及培養是透過不斷的體驗及經歷，於不同的環境中通過人與

人之間的相互學習及影響，累積經驗而發展出來的，盼望幼兒於日後的成長過程中

能透過不同的體驗慢慢發展出正向的品格，讓品格種子茁壯成長。

麥秀媛校長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羅淑敏校長

聖保羅堂幼稚園(北角)

聖保羅堂幼稚園(中環)

    本校一向著重幼兒的品德發展及培養他們喜歡閱讀的

良好習慣。在2017至2018年度首次參與「品格生命樹」第

二期計劃；是次計劃以「敍事進路」為主幹，然後透過不同

的範疇讓幼兒和家長重新領略閱讀的意義和樂趣。在整個計

劃的過程中，我不停看到幼兒在進行課堂時的笑臉，行為上

的進步；持續接收到家長的正面評價；同時，老師們能學以

致用，把學到的融入日常課堂中。這些甘美的回饋，令我深

感計劃的成功，為到幼兒、家長及老師們得到的「收穫」而

快樂。

因應「品格生命樹」第二期的成效如此理想；當學校獲

知計劃會舉行第三期；除了第一時間報名外，亦邀請了中環

校一同參與。第三期計劃除了保留過往的學習活動外，更加

入了「廣闊閱讀」教學法，以「七感體驗-繪本的延伸」為

全校幼兒設計一系列兒童正向生命成長活動及課程。

   計劃包括不少親子活動，其中親子品格日，最令幼兒、家長及教師們留下深刻

印象。當天家長及幼兒超額參與，讓幼兒在七個自由遊戲區以不同方式探索「石頭」、

「水」和「葉」，多感體驗（眼、耳、口、鼻、觸、感、動）探索學習的樂趣，並同步

認識及掌握愛心、感恩及喜愛學習的核心品格，達至將品格延伸應用至日常生活中，

讓本校的幼兒和家長獲得莫大的裨益！借此心聲要再次感謝機構的細心安排、導師們

生動活潑地帶領活動，使我們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品格生命樹」計劃推廣正向生命成長活動及課程，擴闊幼兒的品格學習經驗，

提升內在的學習動機，發展多樣化興趣；同時加強親子互動學習，推動幼兒品格發展

的家校合作，建立「正向品

格教育」家庭。看到本校幼

兒、家長和老師們獲得豐盛

的成果，在此我誠意向大家推

薦「品格生命樹」計劃，齊

來享受這趟奇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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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生命樹」第三期旨在推動家校同步，齊心培育孩子正向品格。幼兒透過

「廣闊閱讀」，尋找智慧，汲取經歷，從體驗及探索活動中，培養出自信自學的精

神，以及增強溝通、解難和抗逆能力。而且，孩子學懂接納與尊重，互相分享，彼

此欣賞，享受協作的樂趣。

此外，在計劃中，孩子努力裝備，常常表現創意和關愛的行動，又會靜中反思，

凡事感恩；將來必定學以致用，以仁慈、堅毅、自律等的品格能力去克服逆境，發

揮潛能，應對社會的轉變和挑戰。最後，祈盼孩子擁有幸福和快樂，為自己寫下充

滿愛的人生，亦把溫暖的力量推展到社區，創造和諧社會。

鄭嘉儀校長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堅尼地道) 

鍾嫻英總校長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每人從小的生活習慣、語言環境、家庭角色位置、家長社經地位、個人價值觀、

認受性等，都是模仿、學習及經歷而成。因此家長和老師對兒童的品格培育有著「生

命影響生命」的重要性。

「品格生命樹」計劃以「敍事進路」之精神鼓勵幼兒、老師及家長三重互動的學

習和交流，透過家校合作，共同培育幼兒品格成長和發展。此外，本期計劃同時推動

「廣闊閱讀」，讓幼兒透過閱讀擴闊思維，為未來發展長遠的興趣和潛能。

梁碧珊校長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幼兒中心

如何與孩子打開話匣子？ 

如何與孩子分享父母成長生活經驗？ 

如何與孩子維持親密關係？ 

如何提升孩子創意？ 

如何提升孩子專注力？ 

如何培育孩子好品格？ 
  
如何…… 

繪本能為你解開以上所有「如何」的迷思，繪本以圖畫為主，配合簡單文字並

通過圖文配合，圖畫會說話，就是繪本的力量。父母首先喜歡看繪本，孩子在潛移

默化下也會產生興趣。與孩子一起伴讀，你會發現孩子用心去聽，觀察到孩子專注

的一面，繪本內之圖畫讓孩子有幻想空間，帶給孩子無限驚喜與樂趣，也能培育孩

子正向品格。 

在此，本園十分感謝優質教育基金、聖雅各福群會、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周惠賢博士、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讓我們有機會參加「品格生命樹」第三

期—廣闊閱讀與幼兒品格成長計劃，實在十分難得。亦感謝品格生命樹工作團隊的

每一位，無論教師交流分享會、品格課程及品格日活動，都看見你們花了不少時間

去用心策劃與準備，每個細節也仔細跟進。這計劃幫助老師與家長一起學習、交流

和分享「敍事進路」及「廣闊閱讀」教學法。父母與孩子一邊敍述故事，一邊尋找

細節，給予孩子推理、猜想結局及情意交流的機會，從中不只局限於某個故事，而

是由故事出發再擴展於生活遭遇與經驗交流和分享，這時刻親子共同獲得喜悅和共

鳴，一起陶醉在繪本世界裡，關係變得緊扣和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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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參考資料
品格強項 (Character Strengths) 的定義1

1. 對世界的好奇和興趣 (Curiosity)：對任何事都感到好奇。經常發問，對所
有話題和題目感到著迷，並喜歡探索和發掘新事物。

2. 仁慈和寬宏 (Kindness)：對別人仁慈和寬宏大量。別人請自己做事，從不
推搪。享受為別人做好事，即使是那些人和自己認識不深。

3. 社交智慧 (Social Intelligence)：明白別人的動機和感受。在不同的社交
場合，	知道該做甚麼，也知道做些甚麼，才能使其他人感到自在。

4. 自我控制和自我規範 (Self-regulation)：自覺地規範自己的感覺與行為，
是個自律的人。對自己的食量和情緒有自制力，不會反被它們支配。

5. 希望、樂觀感和未來意識 (Hope)：對未來有最好的期望，並努力達成心
願。相信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勤奮、用功和堅毅 (Perseverance)：努力去完成自己開展的工作。無論
怎樣的工作，都會盡力準時完成。工作時，不會分心，而且在完成工作的過
程中獲得滿足感。

7. 去愛和被愛的能力 (Love)：重視與別人的親密關係，特別是那些互相分享
與關懷的關係。那些給自己最親密感覺的人，他們同樣感到與自己最親密。

8. 感恩 (Gratitude)：留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但從不會視為理所當然。
因為常常表達謝意，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自己是個懂得感恩的人。

9. 喜愛學習（Love of Learning）：喜愛學習新事物。喜愛上學，閱讀，參
觀博物館和任何有機會學習的地方。

1	參考來源	:	http://www6.cityu.edu.hk/ss_posed/content.aspx?lang=zh&titl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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