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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期

　　故事，人人都喜歡聽。不管幼童、少年人、中年人或老年人，不
管男士或女士都愛聽故事，所不同者只是內容和方式的分別。故事是
有情節的，有前因後果的，有連續性的，有開始和結局的。人們生來
就有好奇心，為查根問底。越是離奇曲折，愈是神秘莫測，人們就愈
感興趣，愈要追尋下去。這是故事吸收人，引人入勝的地方。當然故
事有趣味盎然，亦有味同嚼蠟，這就看作者的文章思路，以及看各類
人的品味和興趣了。

一. 故事與母親的溝通
　　幼童不例外，非常喜歡聽故事，尤其是媽媽講故事。幼童思想簡
單，故事的內容以簡單直接為佳。幼童專注能力短，故事亦以簡短，
較易於專注、吸收。幼童聽媽媽講故事，主要是欣賞著媽媽講故事的
聲韻，表情，夾雜著一份溫暖的、安全的、愉快的、輕鬆的依偎著媽
媽的母子之情，這種通過故事的心靈上的溝通，是幼兒無上的享受。

二. 故事對幼兒教育的影響
　　語文的學習從聆聽開始，聽、講、讀、寫是幼兒語文教育的基
本次序。思想影響着行為，故事的內容，故事的意識，潛移默化
地影響着幼童的思想，幼童聽故事，吸收着字彙的認識，詞語的
了解，從故事的情節中增廣見聞，豐富常識，品德倫理的教育，
從而影響着幼童行為的表現。當幼童對文字的了解不深，未能閱
讀書報的時候，聽故事是間接教育孩子的好方法，是培養閱讀興
趣，欣賞兒童文學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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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聖經》馬太福音 19章14節

資深幼兒教育家：陳陳淑安



城
市
焦
點

三. 故事對幼童心理的影響
　　幼童心地純良，感情豐富，往往與故事人物
的遭遇發生極大的共鳴。故事的主人翁快樂，幼
童聽了跟着快樂﹔主人翁遇到不幸，他也會分擔
那不幸而憂慮，傷心。有時更可藉着故事安撫孩
子寂寞的心情，支持或鼓勵幼童從失敗的悲哀中
振作起來。當孩子悶悶不樂時，可講一個笑話或
幽默故事，逗孩子開心﹔失敗挫折時可借用故事
人物暗示支持。人的心理很奇怪，直接的表達，
往 往 不 及 間 接 的 暗 示 收 效 ， 來 得 大 。 記 得 有 一
次，在我班中一個四歲的男孩子，不肯見牙科醫
生，母親為了診治他的壞牙齒不果而十分焦慮，
她希望我能說服這孩子。結果我在班上講了一個
勇敢孩子見牙醫的故事。我没有指出他，更没有
去說服他，但是，當他聽了故事後，他要決心做
個勇敢的孩子，自動要求母親帶他看牙醫生。由
此可見故事對孩子的影響力是多麼大啊！主要的
原因是用了暗示、影射的方法，這是間接的，是
不知不覺的，是容易接受的。

四. 怎樣選擇幼童故事
　　選擇故事應以內容的意識是否正確為最重要。
如上述，講故事將會影響着孩子的思想、意念、言
行於不自覺中，好的刺激，易得到良好的反應，劣
的刺激，自然得到不好的反應。自幼接觸品味低，
趣味低的故事內容，長大後就難於欣賞品味較高的
文學了。

　　一般幼童都比較寵愛小動物，因此用動物作為
故事的主人翁，聽起來倍感親切，尤其是經常接觸
或遇到的家畜如小貓、小狗、小雞、小鴨，動物園
見到的小猴子、小白兔、小老虎等，選擇圖書，以
紙質較佳，圖書線條簡潔，主題突出，顏色鮮明美
麗為佳。

　　為了增加幼童對故事的興趣和加深對故事的印
象，講故事時如能加上實物，用絨畫版、布袋木
偶、圖片，或即席繪畫生動的線畫，除了聽之外，

增加了視覺和
觸 覺 的 歡 娛 ，
收效更大，若加插
一些兒歌手指動作或唱
遊、簡單的戲劇遊戲，將更能引起幼童對故事的興
趣及內容的深入了解。

　　插圖方面，在選擇幼童圖書時也很值得注意
的。如果故事的內容、情節是靈魂的話，插圖就是
靈魂表現的軀體，是相得益彰、是相輔相成的。只
有好的故事內容而缺乏了好的插圖的表達，對閱讀
能力弱的幼童，是很難達到效果，當然只有美麗的
插圖，而没有好的故事內容，即如一個没有靈魂的
軀殼，自然更談不上好的品種。

　　如果我們能從幼童開始，多給與聽故事的機
會，將來對語文的興趣相應增長，而語文的發展，
思考的能力，品德的培養，亦有意想不到的影響。
多讀書是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但所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如果一味死讀書，被書本框死了，成為一個
書呆子，思想上是無突破的。要培養孩子們有創
作、思考靈活的能力，盼望不要如古人說的死讀
書，讀死書，讀書死，而是應該讓孩子活讀書，讀
活書，讀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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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聖經》箴言 22章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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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聖經》馬太福音 18章4至5節

　　在幼稚園幼兒園裡，幼兒的生活及學習都離不開聽
講及閱讀圖畫故事書。幼兒從呀呀學語開始，透過與成
人的互動及交談，不但有助刺激腦部發展，更有效發展
口頭語言，擴充口頭詞匯及豐富口頭表達內容。當幼兒
掌握語言，語言可以幫助他們指導思想及行為，亦可影
響他們的認知學習及發展。學者Ken Goodman(1982)
指出閱讀是一種心理語言猜測遊戲，幼兒借助故事情境
可以直接理解文字的意義，從而學會閱讀。由此可見，
聽講及閱讀故事是協助幼兒由口語發展過渡到文字語言
的最佳方法，亦是提升兒童閱讀能力及通往自主學習的
重要橋樑。

　　有見及此，本機構轄下兩所幼稚園幼兒園一向很重
視家庭、學校及社區協作，透過不同的活動或計劃，推
行親子閱讀，鼓勵家長與幼兒一起共讀圖書，自小培育
幼兒對閱讀的興趣和習慣。今年各園繼續推出年度親子
閱讀計劃，透過向公立圖書館借出圖書及增添園內圖書
數目和種類，推動幼兒最少每星期借閱圖書一次，並簡
單記錄在閱讀小冊子上。此外，學校亦舉行兒童啟蒙家
長課程或相關的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認識兒童發展及
掌握親子閱讀技巧或方法。在過程中，學校更邀請家長
參與「故事一家親」活動，定期到校與幼兒講說故事；
亦與長者服務合作，邀請長者或一些團體到校與幼兒分
享故事及進行活動。另為家長建立分享閱讀平台，透過
舉辦「家長好書推介」活動，邀請家長介紹一本適合2
至6歲幼兒閱讀的好書，並張貼在學校園地及刊登在學
校刊物中，以公諸同好。

　　為鼓勵家長在家協助幼兒演說故事及與人分享的能
力，今年學校特別舉辦「我說我故事」活動，邀請家長
和幼兒在家進行練習，參與比賽，在同學、家長及老師
面前分享故事、訓練自信心及演說能力。結果幼兒都具
自信，很勇敢地把故事說出來，獲得全場各人的掌聲。
在下半學年，學校除響應「世界閱讀日」舉行閱讀活動

外，亦籌劃「我是安徒生」的故事創作比賽。期望透過
活動，發展幼兒的想像、創作及繪畫書寫能力，促進親
子合作，亦從中鷹架幼兒語文能力的發展。

　　學前時期是兒童成長及學習的關鍵期，亦是家長陶
造子女的重要階段。家長不妨多參與學校的活動，推動
自己成為子女生命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共同譜寫幼兒將
來成長的故事情節及內容啊！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高級協調主任：張碧琼



　　慈惠社區藥房已於區內服務一段日子，旨在以「慈愛鄰

舍、惠澤貧病」的理念，透過提供專業配藥、藥物諮詢輔導

服務和積極推行社區藥物教育，確保市民能夠正確使用藥

物，藥物得以用得其所。此外，藥房亦協助貧困人士舒緩因

病而需服用自費藥物帶來的經濟困難，以優惠的價錢購買由

醫院管理局轄下處方的自費藥物，確保基層市民不會因為經

濟原因而放棄適當的藥物治療，避免病情惡化或延誤醫治。

　　除以上服務外，藥房亦致力回應及滿足社區人士需要。

早於藥房成立初期，藥房已提供一系列大眾化產品，例如奶

粉、膠布、非處方藥物及日常護理復康用品等，並以優惠的

價錢售賣予有需要人士。時至今日，藥房所

提供的產品種類愈來愈多，盼望能解決基層

市民日常生活上的需要，並能支援長期病患

者保持健康。

　　藥房亦不時提供產品大優惠，例如以

超值價錢購買產品或送出精美贈品，請留

意藥房的宣傳或向我們查詢。

　　如對上述產品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

致電2619 1903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機構

5樓向職員查詢。

社企「愛服飾‧南亞創藝」— 
油塘分店正式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部門主任　王馥雅

　　本機構轄下之社會企業「愛服飾‧南亞創藝」(LMC-Love Multi 
Culture)於2007年在「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種子
基金資助下成立，一直致力透過營運商舖、開拓展銷、寄賣及加工等業

務，協助居港南亞裔婦女發揮傳統才能，創製及售賣不同種類具南亞民

族特色的產品及服務，以助她們創造工作機會，幫補家計，融入社會。

　　發展至今，LMC已走過5個年頭，由2007年於葵涌廣場設立第一
間零售店舖開始，除努力培訓及推動南亞裔婦女參與不同的工作，更

積極爭取與不同界別合作，發掘拓展機會，包括於去年與法國服飾品

牌agnes b. 合作產品慈善項目，並與香港海洋公園建立持續性合作，
於2011年12月開始於園內設「南亞手繪廊」，聘請南亞裔婦女為手繪
師，為南亞裔婦女創造新的工作平台。 

　　2013年LMC更成功進駐房屋委員會轄下首個大型商場－「油塘大
本型」(Domain)，開設零售分店，以擴充業務，也希望藉此讓更多社區
人士認識少數族裔社群。油塘分店已於1月8日正式開幕，並邀得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 SBS, JP及房屋署副署長(屋邨管理)李國榮先生, 
JP 出任主禮嘉賓，與LMC一眾伙伴合作團體的代表及友好聚首一堂，
共誌歡欣時刻！

　　LMC深信「工作」是南亞裔婦女融入社會的重要一步，對於未來，

LMC會繼續努力，提昇南亞裔婦女不同的能力和開拓更多的發展機會，
致力搭建「共融平台」，帶動社會正面認識少數族裔社群！

歡迎選購LMC的特色產品和服務： 
葵興店： 新葵興廣場1樓19號舖 (葵興港鐵站A出口)
油塘店：大本型商場2樓D地帶RZ2 (油塘港鐵站A出口) 
香港海洋公園南亞手繪 ：S9－飄幻藝廊
聯絡電話：2423 5062 / 2423 5064 (于小姐)
電　郵：lmc@hk.skhlmc.org
網　址：www.facebook.com/ LM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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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貸款計劃全方位支援借款人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在2012年6月，聯同六家銀行和香港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等五家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小型貸款計劃，提供

「小型創業貸款」、「自僱營商貸款」及「自我提升貸款」，協助難

以從傳統渠道借貸的人士創業、經營自僱事業及通過接受培訓或考取

專業資格以達到自我提升。

　　三類貸款計劃的最高貸款金額分別是30萬、20萬及10萬港元，
還款期最長可達5年，並設有最長12個月的延期還本期，大大減輕借
款人貸款初期的還款壓力。

　　小型貸款計劃還會按「小型創業貸款」及「自僱營商貸款」借款

人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創業營商支援，包括安排合適的營商導師與借

款人分享經驗，並就借款人的創業營商方案給予意見，協助他們解決

創業和日常業務運作時所遇到的困難。另外，計劃又會協助借款人物

色和接受創業營商培訓，以提升借款人的創業準備和營商能力。

成功協助申請人創業營商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去年就成功協助兩名年輕人申請20
萬港元小型創業貸款發展公司業務，編寫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部門主任葉永歡稱，兩位創業初哥營商經驗有

限，為了加強他們的市場觸覺，建議兩人報讀創業課程，進修市場營

銷等知識。中心亦會安排社工跟進個案，了解他們在創業及還款時遇

到的問題。

　　小型貸款計劃已批出

47宗申請，中心現正跟進
約8宗小型貸款計劃的申請
者個案，香港雖然有不少人

有創業的念頭和決心，但未

必有充足的資金和支援，我

們相信小型貸款計劃能夠補

足市場上的缺口。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小

型貸款計劃的詳情，可向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查詢，瀏覽按

揭證券公司網頁 www.hkmc.com.hk 或致電小型貸款計劃熱線2536 
0707。

少數族裔服務 部門主任　盧啟聰

耶和華你　神是眷顧我們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聖經》申命記 11章12節

嗚謝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供稿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獲得「數碼共融基金」資助，

在2011年5月開展「中文輸入好自在──『筆順五碼』輸入法推廣
計劃」，亦獲得「Love Ideas, Love HK集思公益計劃」資助，在
2012年9月開展「數碼耆趣兵團」計劃。此兩項計劃旨在協助長
者掌握在資訊科技產品中進行中文文字輸入，資料查閱等方法，

減低長者對數碼電子產品﹝例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

等﹞的恐懼，令長者快速地掌握如何使用這些越來越「方便用家」

﹝User-friendly﹞的數碼電子產品方法，以應用於日常社交生活
中，跨越數碼鴻溝。

　　資訊科技設備的發展正走向流動及輕巧的方向，現時智能手

機及平板電腦大行其道，而且Wifi或3G/4G流動寬頻上網已日漸普
及。而長者運用資訊科技的需求日增，但他們面對不同設備的應用

和如何使用造成困擾。然則，長者永遠是資訊數碼世界的邊緣人？

我們相信，只要協助長者掌握文字輸入，資料查閱等方法，將有助

中文數碼溝通的普及性，讓數碼弱勢群體可以自信地在資訊世界搜

尋資料，與人溝通聯繫。

　　對長者而言，不同的輸入法都有不同的吸引力，但現時的作業

平台發展迅速，長者又難適應手寫輸入系統，一個簡單易用的中

文輸入法將有助長者投入資訊世界。「筆順五碼」中文輸入法剛

好能回應中國人﹝尤其是長者﹞因中文輸入問題而引起的數碼鴻

關愛長者齊起動　社區凝聚樂共融

　　本機構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所營辦之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於

上年度獲得「關愛長者服務發展基金」贊助，提供一系列結合家庭

與長者身心靈健康推廣活動，旨在促進跨代人士之生理和心理健

康，配合與學校、醫院、護老服務單位及社區人士的協作，強化長

者參與社區活動之動機。透過與教會合作，從靈性健康作介入，使

長者更體會自身健康與社區參與的關係。本計劃有助協助長者解決

日常生活所需之同時，更讓他們能得以安享具尊嚴和豐盛的晚年。

同時藉此計劃，令社區人士或團體更了解長者的心理情緒需要，以

達致社區共融。

　　活動將與區內學校、醫院、護老院及聖公會荊冕堂合作，共同

為長者提供多元化的整合服務，為了提昇長者身、心、靈三個導向

的整全。內容包括﹕

（一） 主題性活動－透過探訪、講座或小組形式提昇長者認識身心
健康的資訊；

（二）節日關懷活動－於節日為區內長者送上關懷與慰問；

（三） 長者情緒輔導—為有需要長者上門家訪，提供個別輔導、短

期諮詢與轉介；

（四）策劃長者事工活動，提昇其生活質素；

（五） 參觀活動－讓長者學習新事物和知識，增進自己對社會的了
解，擴闊生活圈子；

（六） 健康關顧活動－定期由註冊護士駐場及以家訪形式推行之健
康檢查及中醫講座，提昇參加者對健康生活資訊的認知；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高級活動工作員　凌靖貽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高級服務幹事（輔導）　朱傲雪

（七）送暖行動－為長者送上保暖防寒衣物，表達關懷；

（八）長者運動小組－讓他們關注自己的健康，強身健體；

（九） 與荊冕堂組織退休人士義工小組，讓長者義工們回饋社會，
邁向豐盛的晚年；

（十） 街展－於區內舉行街展，以展板內容形式推廣地區內長者需
要。

長者心聲：

　　「提供飲食健康知識及老人運動之資訊， 
　　　　　　　　　　　　　　讓我們活到老學到老。」

　　「很高興有機會參與活動，互相交流認識，  
 並了解到香港的進步及宏偉，感覺滿足。」

　　「透過中醫講座，了解更多健康資訊， 
 　　　 　　　　　　　　如穴位及保健知識。」

義工心聲：

　　「互動的參與，作為義工及被探訪的長者都能受惠。」

　　「多元化的活動，增加建立關愛社群的機會。」

　　「很欣賞長幼共融的活動，能夠關懷長者， 
　　　　　　　　　　　　　　　　又能讓孩子增值。」

溝，藉著依據全人類學習

中文字的方法﹝即筆劃和

筆順﹞，以「N」「M」
「,」「.」「/」五個鍵按
中文字的筆劃和筆順輸入

中文字，讓長者甚或中風

長者和年幼小童都跨出數

碼鴻溝。此外，「筆順五

碼」是以自由／開源軟件

發佈，公開讓市民免費下載使用，讓使用者不必擔心財政和版權的

壓力。

　　這兩項計劃培訓長者參與「筆順五碼」原始碼開發維護工

作，並組織已受培訓長者向不同的目標群體，如中風長者、非華

語學生、市民大眾等，進行教授、推廣、示範的活動，以身作

則，推動「數碼共融」。長者並不一定只是服務接受者，亦可以

是服務推動者！

　　本計劃十分重視不同社區團體、學校及長者中心等參與，如　

閣下有興趣成為本計劃義工或合作伙伴，歡迎致電2423 5489與林
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職員聯絡。如想了解更多計劃內容，請

瀏覽http://stroke5.webnode.tw。

服
務
透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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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 《聖經》箴言 14章26節

關愛長者事工計劃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高級服務協調主任　陳清華

我在託管充實的日子
學童課餘託管學生　許廷鏗 (11歲) 

小學6年級

　　今天大掃除時，在抽屜裡看見了一本

相片集，便好奇地翻起自己小時候的相

片，令我回憶在聖公會麥理治夫人中心生

活的快樂時光。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也

可算是我的第二個家，記得我從幼兒園已

經在這裏學習，每天與老師相處的時間甚

至比家人的時間多，所以我在那裏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

　　升上小學後，我在放學後也會到聖公

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做功課和溫習，令我無論成績和品德上也

有很大的進步。

　　這些種種全賴「託管」的導師，他們

不但教我們學術上的東西，還教導我們做

人的道理，讓我們獲益良多。我真的十分

感謝導師們，他們讓我這棵幼苗茁壯成

長，成為了一棵強壯的大樹，希望將來會

有更多大樹吧!
　　我長大後，一定要好好報答「託

管」，捐助更多錢給他們，讓他們將更多

的「種子」培育成為「大樹」。

生命小戰士－難忘的回憶
彭梓熙 (11歲) 
小學6年級

　　在六年的託管生活裏，帶給我很多難

忘的回憶。當中有一個最深刻的就是在

我三年級的時候，我參加了「生命小戰

士」，導師在小組中不單和我們講道，還

會和我們玩遊戲。記得在一次遊戲中，開

始時我們的小隊贏了很多回合，我們開心

極了! 但最後的幾個回合，我們已經不停
落後，最後我們輸了。

　　後來，我感到十分氣憤，已經開始不

能控制自己的脾氣，想打地板來發洩。在

這個時候，導師前來安慰我說﹕「勝敗並

不重要，最重要是友誼。」在到那時我才

知道友誼才是更重要。

　　那一次後，讓我知道及明白我在託管

不單學到知識，還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

呢！

我的第二個家
學童課餘託管學生　區寶晴 (11歲) 

小學6年級

　　我人生有兩個家，其中一個家就是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為什麼

我會稱這裏叫第二個家？因為我每天放學

就會回來這個大家庭溫習及做功課。可能

有很多人也會說學校才是第二個家，而我

則稱「麥理浩」才是第二個家。

　　試問你校的老師會時刻提醒你們的儀

容品德嗎？「託管導師」就會這樣，當你

被老師發現你的指甲過長，她就會提醒

你，注意個人衛生，就像你媽媽一樣，細

微之處也能關心到。難怪一些同學會不經

意錯呼託管導師做「媽媽」呢! 因為「麥
理浩」就像我們的大家庭。

優
質
之
旅

　　為推動聖公會各社會服務機構承傳「弘揚主愛 服務社群」
的精神，香港聖公會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特於2013年1月18
日，於伊利沙白體育館舉辦了「聖公會社會服務機構同工發展

日」。來自包括本機構在內的一千五百多名社會服務同工，一起

見證了此香港聖公會推行社會服務一百六十年以來首次舉辦的同

類型的盛事。

　　當日的程序首先由西九龍教區陳謳明主教主持的崇拜展開序

幕，在莊嚴淨心的崇拜、導引心性的經課之餘，陳主教亦特別帶

出以心侍奉、惠澤社群的社會服務精神。

　　在接著的聖公會社會服務機構分享環節中，各機構代表均施

展渾身解數，把各自的服務理念及特色展現人前。本機構以錄像

及奇幻仙境方式表達機構發展的三幕劇，帶出與服務使用者同行

成長的機構發展歷程和遠象。最終本機構百多名參與發展日的同

工，在我們重新填詞、調記「一點燭光」的「麥理浩之光」動人

心弦的歌聲中，手持燭光步上台前，在全場掌聲中掀起了當日分

享環節的其中一個高潮呢！

　　隨後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大主教，以「聖公會

社會服務的使命與承擔」的專題作出分享，當中主教更是言

詞雋永、發人深省，令各同工均能感受到聖公會在宣道與服

侍社群的使命與承傳。及後大主教與聖公會各社會服務機構

的同工代表展開真情對話。大主教展現其一貫幽默與親切的

態度，與各代表言談甚欣；而本機構代表、服務本機構多年

的南亞裔同工Sarah，也敞開心扉分享本機構給與她那份無
分種族、互相扶持的「家」的感覺。

　　最後大會在「動力信望愛」全體大合唱的高潮中緩緩落幕，

千多名同工在暮色四合的歸途上，心裡仍帶著這份精神抖擻上

路：「只要祢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願降卑，效法基督，

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自
 由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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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聖經》箴言 9章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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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聖經》使徒行傳 16章31節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校長　蔡瑪莉亞

家長能有效地協助幼兒掌握閱讀方法是非常重要，

故本人將簡單介紹一下香港大學謝錫金教授的學

習閱讀五步曲，供各位家長參考。 

第一步就是安排幼兒

在閱讀前，通過說話

「輸入」詞彙讓幼兒認

識，例如：家長可於每

天生活環境中，直接指

著實物對幼兒說「麵

包」、「杯」、「花

生」⋯⋯等等，這對兩

歲班幼兒特別重要。 

第
　
　
步
①

第四個步驟是「看」圖

書，家長可以邀請幼兒選

取一本喜歡的圖書，請幼

兒用手指指著文字朗讀出

文字內容，目的是讓幼兒

開始進行認字。 

第
　
　
步
④

當幼兒能夠認出大量文字後，親

子閱讀的模式，可以改為自行閱

讀的方式，讓幼兒進行自讀。因

此，家長可考慮在家中增設簡單

的圖書角，並為增添一些幼兒喜

愛閱讀的圖書，以鼓勵閱讀。

第
　
　
步
⑤

三歲班，家長可以在

晚睡前與幼兒「講」

故事，過程當中可以

沒有圖書，目的在於

嘗試了解幼兒對語言

的理解，例如：家長

講完故事後，可邀請

幼兒說一次故事。

第
　
　
步
②

當幼兒對聽故事表現有

興趣時，家長可以與幼

兒一起「讀」故事，讓

幼兒學習由口語式講故

事而變成以書面語讀出

故事，目的是讓幼兒透

過故事認識書面語。

第
　
　
步
③

　　上述是教授多年研究有關

讓孩子學習閱讀的好方法，期

望對各位家長有點幫助，亦期

待著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內有關

此課題所舉辦的活動，彼此為

幼兒付出一份努力。



　　「風中傳愛」健體步行日已於1月20日假荃灣公園及荃灣海濱
公園長廊順利舉行。當日天朗氣清，逾400名的步行者，包括長
者、在職人士、家長及幼兒等出席活動，一齊身體力行，為中風病

患者籌募款項，協助他們及早接受復康計劃，重燃他們對生活的希

望與動力。

　　活動當日邀請到李紹鴻教授主持步行啟動儀式，亦得到(石蔭)
幼稚園學生及長者表演健康操及笑康操，在過程中不但提升參加者

對運動的健康意識，更為場人士帶來不少的歡笑與動力。此外，大

會在沿途設置不同的互動遊戲攤位，讓參加者更關注身心健康，預

防中風病發生及關懷中風病患者。整體上，參加者都很投入及參與

各項活動，氣氛非常熱鬧 !

　　是次步行活動籌得約20萬元款項，在此機構鳴謝下列熱心
人士、贊助人、捐助團體的愛心參與及支持，包括（排名不分先

後）：

趙庭泉　　　梁淑玲　　　蘇蘊明　　　龍敦光　　　潘艷媚

梁鄧美華　　劉愛君　　　金淑賢　　　陳政熙　　　董嘉文

郭緯倫　　　陳期超　　　許少娟　　　劉枳漫　　　陳清華

梁莉蘭　　　林曉欣　　　黃笑梅　　　鍾駿定　　　陳熙霖

孫　雁　　　伍文偉　　　趙正姑　　　官偉琪　　　黃妙云

陳清媚　　　張翠玉　　　林嬋香　　　雷俊謙　　　張志偉

畢頴蓮　　　曾淑儀　　　金彬彬　　　葉永昌　　　李美珍

黃國柱　　　蘇房德　　　趙希雯　　　呂麗莎　　　李浩暉 
曹雅熙　　　鄧曼英　　　梁莉梅　　　黃紀發　　　郭　凌 
成如珍　　　伍國偉　　　劉翠珠　　　張詠儀　　　洪女士

沃馮嬿琼　　EC組 利農有限公司
偉倫旅運公司  新世紀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鴻福堂國際有限公司 展翅飛揚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文化村 
Chan Wing Seong Chow Mee Tim
Fung Chi Man  Fung Chi Wah
Ho Sau Yi 
Ip Yuk Tung
Li Suk Ling
Ng Mei Kuen Eva
Karce
Senny Leung  
Wong Ho Keung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 
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香港翻譯通服務 2423 5101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 
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 牙科／中醫／復康／ 
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423 5265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服務分處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路137B老圍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興興芳路166-174號新葵興廣場一樓19號舖 2420 9116
油塘大本型商場2樓小型零售地帶RZ2號 
（油塘港鐵站A出口） 2234 9499

聖公會荊冕堂牧民中心 新界荃灣大窩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3720

社區互惠銀行 新界葵涌健康街2-6號飛亞工業中心404室 2410 8077

施彭年家庭互助中心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偉樓地下101-105室 2486 1225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 /  
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2436 2977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太子基隆街61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港鐵南昌站5號舖（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葵星中心48號及55號 2423 5120

融藝工房 新界葵涌打磚砰街63-75號冠和工業大廈23樓E室 2409 2380

梨木樹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荃灣梨木樹邨榕樹樓地下101-104及108室 2423 2993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盛芳街5-9號葵芳商業中心12樓1204室 2420 9121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辨事處 荃灣仁濟街18號仁濟醫院綜合服務大樓11樓1117室 2417 8018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2614 5333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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