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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敏博士

《孔融讓梨》乃中國千百年來流傳的一個道德教育故事，也

是老師常用的品德教育題材。故事的中心思想提倡尊敬長輩、

禮讓的良好品德。父母、老師也常提點幼兒「禮讓別人、與人

分享物品」的重要性。筆者多年來研究幼兒對分享物品的看

法，嘗試有系統的分析以下問題：「幼兒以甚麼原則來分享玩

具？」用何種原則 (公平原則？禮讓的美德？長幼的關係？別人

的行為和態度？) 來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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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婷姑娘

社工扎記

總結
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15:12）讓我們跟

孩子一同學習將這「愛」延展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近年，哈佛大學衛斯鮑爾德教授（Professor Richard Weissbourd）完成一項

「社會關愛項目」（Making Caring Common Project），研究結果指出樂於助人和

懂得感恩等高尚品德能有助孩子贏得良好的人際關係，且容易成為快樂和健康的

人。研究更顯示這些品德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從教導中學習得來的。

為配合本機構幼兒學校的服務宗旨，學校致力設計合適的課程及活動，以培育幼兒的優
良品格，所舉辦的活動包括：探訪長者活動、玩具及食物回收大行動、愛心利是活動及傷健共
融活動等。學校社工亦為幼兒舉辦「關愛小天使」小組，讓幼兒瞭解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需要，並
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關愛他人的良好品德。社工透過繪本故事向幼兒灌輸關愛他人的正
確態度，例如：幫助人不求回報、要有同情心、明白別人的感受和主動付出關懷等。將知識轉
化為行動實踐同是小組重點的其中一個，社工鼓勵幼兒每週以圖畫和文字分享生活中的助人行
為和經驗，成為「我的助人週記」，並在小組中分享。再者，社工又與幼兒一起討論報章新
聞，進一步擴闊幼兒對別人的關懷。明白需要關愛家人和朋友的同時（如：安慰傷心的同
學），也可以關心社區上的弱勢社群 （如：讓座予有需要人士），甚至將關愛擴展至世界上經歷
天災、戰爭和貧窮的人（如：捐出愛心利是）。

以下跟家長分享衛斯鮑爾德教授提出提升孩子道德心和對人關懷的五個步驟：
步驟一．鼓勵幼兒遇事優先關懷他人感受

 跟孩子思考問題如：當弟弟和你都很喜歡吃這塊蛋糕，但只餘下一件可以怎麼辦呢？
步驟二．讓幼兒學會關懷和感恩

多與幼兒討論幫助及愛護他們的人，並總結出一天值得感恩的事情，讓感恩成為一個習慣。

步驟三．擴展孩子的關懷範圍
跟孩子一同閱讀報章或觀看新聞報導，讓孩子明白他人所面臨的艱辛。

步驟四．讓自己成為強而有力的道德楷模和導師
 跟孩子一起做義務工作，例如：探訪長者或賣旗等。

步驟五．引導幼兒管理失控時的感受
關懷他人的能力容易被憤怒、羞愧、嫉妒等負面情緒所淹沒，孩子需要父母的幫助，學習

正面處理這些情緒的方法，我們可以教導幼兒憤怒時嘗試深呼吸。

筆者另一研究（Wong, 2011）訪問了155位五歲的幼兒，請他們替故事人物提出解決問
題。故事中主角小明用積木砌了一架飛機模型，但隨後到訪的朋友，要求小明拆散飛機模
型，再把那些積木分給他。但小明想保留飛機模型。筆者問幼兒：「小明應怎樣做？原因是甚
麼？」結果62%的幼兒表示小明需拆散飛機再分些積木給朋友。31%的幼兒表示小明有權保留
飛機模型。44%的幼兒解釋關懷他人的重要性。16%提出分享玩具的樂趣。15%表示如不和
朋友分享玩具或會被成人責罰。9%的幼兒表示兩個孩子可商討解決方法。只有6.5%的幼兒提
出關注小明的個人權利及想法。

筆者也邀請幼稚園老師紀錄幼兒在班內的分享行為（Wong, 2010），研究顯示幼兒間會主
動談論道德和公平問題。幼兒爭論分享的重要性時，他們會引用老師的課堂規則或關愛的重
要性。當幼兒拒絕與人分享玩具時，幼兒會引用「先到先得」的原則。根據老師的觀察紀
錄，幼兒會與同伴建構或討論分享玩具的方法，如每位幼兒應有同樣的參與遊戲機會。幼兒
也會提出新的分配遊戲的方法（譬如，幼兒間會自行改變老師的活動指定人數，或每人可參與
的時間和次數等）。

「包容和維持同伴間的和諧」都是中國社會強調的傳統美德（Lew, 1998）。筆者多項研究顯
示學前年齡階段的幼兒，已能運用一些中國傳統美德來討論分享玩具的應有原則（如大讓細、
包容別人的負面情緒等），但幼兒亦更關注的是玩具的分配是否公平，幼兒間也會自定一些分
享玩具的方式。老師除了教導幼兒分享和禮讓的美德，引導幼兒同時關注維護個人的權利及
保持公平原則也同樣重要。老師及父母應多鼓勵幼兒提出對分享玩具或其他物品的想法，讓
幼兒學會客觀分析不同人的需要，思考如何平衡關愛他人和維護個人權利的方法。

筆者的一個研究（Wong, 2003）顯示，4-5歲幼兒（N=60）會因應不同情況來決定分享的方
法。當幼兒同時進入玩具角，88%的受訪幼兒提出玩具應以平均方式來分配。研究指出較多
幼兒提出同班的幼兒應平均分配玩具，每位幼兒在遊戲時間應該得到同等數量的玩具。他們
也關注較他們年幼的幼兒。33%的受訪幼兒提出高年級的幼兒（中班、高班）需關注低班幼兒
的需要（e.g. 三歲班幼兒），也有33%的受訪幼兒認為年長的孩子需照顧年幼的孩子，提出分享
物品要用「大讓細」的原則。筆者問幼兒如果同伴以大吵大嚷的方式來爭取玩具，他會否分享
玩具？結果仍有36%的幼兒維持公平原則，樂於分享玩具給吵鬧的幼兒。有33%的幼兒表示
幼兒大吵大嚷，只反映出他們很想要玩具。亦有受訪幼兒提出「先到先得」的觀點，以先進入
玩具角的幼兒便可先分配玩具，並可決定分配多少玩具給後來的幼兒來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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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專訪

訪問：高敏婷姑娘、鄭玉芬主任
撰文：高敏婷姑娘

余 榮 森

「你認為『德、智、體、群、美』哪一方面對幼兒成長發展最

為重要？」。

被譽為功夫爸爸的余榮森肯定地回應：「德行」。只要讓孩

子建立良好的德行，他的一生才不會走歪。

余先生認為很多學校的辦學宗旨皆涵蓋五育發展，即「德」、
「智」、「體」、「群」和「美」；但他們往往側重於「智」的發展；忽略
了「德」的發展。現實生活環境中，我們常遇見幼兒過度依賴傭工
幫助；或是容易向長輩發脾氣的情況。這些現象均提醒我們需要

反思是否已投放足夠的時間及資源培養孩子的責任心及
孝義等各方面的品德。

現代教育與中國傳統品德

「我的女兒是安強幼兒學校上一屆的畢業生，回想起她就讀幼兒班
時，學校讓我有機會以義工身份在校內推行了『詩詞功夫』這項活動。當時我
只希望能教授功夫，並附以教授詩詞，讓幼兒可以
透過另一種形式鍛練身體，同時藉詩詞傳達

「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德育訊
息，祈達致學習與健體相配合。」余先生每次準備
課堂活動，均挑選配合幼兒年齡的詩詞，然後透
過故事讓幼兒了解詩詞的背景和內容，又鼓勵幼
兒將詩詞的內容與現今的情景作出對比，讓他
們討論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這些良好的品
德。最後才設計「有型」的功夫，讓幼兒在互動
的課堂中學習良好品德。

中國武術與傳統品德

幼兒猶如一張白紙，他們其中一個學習模式乃模仿成人的待人處事及生活態度。余先生表
示他十分欣賞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代表著「仁愛之心」、「仗義之心」、「禮節之心」
和「是非之心」。「我認為當中的『仁愛之心』最為重要，亦是我最
希望女兒能建立的品德。作為父母，如何能幫助幼兒建立『仁愛
之心』呢？父母的『身教』十分重要，幼兒們的模仿學習像影印機
般將父母的行為表現進行複製。如果我希望她能關愛別人，就
必需讓她看到父母如何關愛別人。因此，每當我參與義務工作
時，我都會盡量安排女兒一起參與其中，從而讓她了解爸爸
幫助別人的意義何在，建立她關心別人的動機。在家中，我
與太太堅持每天與女兒有一段睡前故事時間，選取成語、道
德故事作引子，除了分享故事內容外，同時創造一個空間增
進互動溝通的機會，讓她感受父母給予她的愛。我相信只
要孩子有足夠的愛，才有能力跟別人分享愛。

培養孩子的良好品德

余先生最後選用「弟子規」的總敘「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
信，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與各位父母共勉。當中重點為
在日常生活中先要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姊妹、言行謹慎、守信用和持
有仁愛之心，最後倘有餘力量才學習有用的知識。只要我們將優次排
在正確的位置，孩子便能培養出良好的品德。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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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多面
睇

發展心理學指出幼兒於三歲前已
能建立初步的是非觀念，我們應把握這
個階段培育幼兒的良好品德。按此，學
校在設計活動流程時也不忘融入品德元
素，讓幼兒能潛移默化地學習及實踐良
好品德。

安強幼兒學校是一所長全日制的
學校，培育幼兒均衡發展，更重視培
育幼兒的品德。學校於每天早會分享
同學近況或新聞資訊，又邀請幼兒為
家人的健康及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群代
禱；在日程中也會教導幼兒關心他
人、互相幫助及彼此禮讓，老師們會
鼓勵幼兒協助同伴穿圍裙、寫便條、
小咭或信件表達關心。學習方面，學
校會邀請幼兒擔任「種植小天使」，每
天輪流到花園照顧植物，以建立責任
感及分工合作的精神。學校更添置了
大量品德教育的圖書，鼓勵幼兒透過
閱讀及分享建立良好品德。

現今社會物質生活豐富，父母也往
往樂於滿足子女的物質慾望。因此，學
校向香港世界宣明會借用《衣食住行在
肯尼亞》的實物作展覽，藉此培育幼兒

「珍惜」及「感恩」的品德。幼兒透過
展覧了解到有些國家的生活仍然窮困及
艱難；而高、低班幼兒更藉參與學界饑
饉「貧富茶點」活動，親身體驗飢餓的
感覺，學習珍惜食物，不要浪費。

饑 饉 體 驗 齊 「 」珍 惜

我們深信品德的培養是透過生活一點一滴建立出來的，冀盼在幼兒
的成長路上，我們能與家長緊密合作，一同建立具良好品德的新一代。總結

每年，學校也特意在母親節舉辦活
動，並安排幼兒向母親「敬茶」這個具
傳統特色的環節。敬茶時，幼兒要面帶
微笑，用雙手將茶端給母親，並躬腰低
聲說：「媽媽，請飲茶。」以感謝媽媽懷
胎十月，茹苦含辛的養育之恩。至於父
親 節 的 日 子， 學 校 也 會 邀 請 爸 爸 到
校，鼓勵幼兒為辛勞工作了一天的爸爸
抹汗、按摩及向爸爸奉上水果，以感謝
爸爸對家人的關愛。我們看見爸爸媽媽
在這些活動中感動得熱淚凝眶！盼望幼
兒不單在節日表達孝心，更能將這孝順
父母的品德內聚為性格的一部份。

「 爸 媽 節 」 表 「 」 意孝

為鼓勵家長和幼兒進一步關愛社群，學
校與仁愛堂圓玄學院「仁間有愛」社區支援
中 心 合 辦「愛 分 享． 分 享 愛 - 捐 贈 活
動」。幼兒及家長皆積極參與，共籌集超過
200件日常用品及乾貨食品，活動更安排幼
兒、家長和區內長者一同出席「長幼同樂傳
遞愛」物品送贈大行動。當天，幼兒不單向
長者奉上禮物，更為他們獻唱、又跟他們進
行遊戲及做手工，整個活動洋溢著感人及愉
快的氣氛，長者能感受到社會的關懷，而幼
兒也實踐了尊重及幫助長者的良好品德，明
白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愛「     分 享 ‧ 分 享     」愛
學 校 的 「 」生 活品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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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跟幼兒分享山區兒童的貧困生活和上學的艱辛情
況，並引導他們思考可以如何幫助山區兒童。

韻怡： 孫樂彤呀！新年嘅時候你有無收到利是呀？
樂彤： 有呀！你呢？
韻怡： 我都有呀！
韻怡：  我諗住將啲利是錢攞出嚟幫助山區嘅小朋友。
樂彤： 都好，不過要問下媽咪先。
韻怡：   好呀！我都要問呀！不過Daddy成日都鼓勵我

要幫助別人。
樂彤： 咁！我哋記得將啲利是錢儲起唔好用住喎。
韻怡： 係嘅，要儲起佢幫助人。

農曆新年期間，幼兒都會收到利是。家長可以把握機
會教導孩子善用金錢，並鼓勵幼兒以金錢幫助有需要
的人。

幼兒完成了體能活動後正在穿回運動鞋，準備排洗。

恩琳：頌堯，你對鞋調轉咗著呀!
頌堯：喺呀，等我睇吓先!
恩琳：不如我幫你轉返好佢啦!
頌堯：我見到啦，我下次會著返啱，唔該哂!

學校為幼兒提供理想環境學習待人接物，恩琳及頌堯
在群體的活動中學習彼此關顧，互相幫助，也建立了
基本的社交技巧，為日後成長建立良好的基礎。

學校參加了由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舉辦的「關
愛共融校園體驗活動」，邀請聽障人士Sue姐
姐和社工梁姑娘到校為幼兒推行不同的手語活
動。透過活動，幼兒能清楚掌握手語是與聾啞
人士溝通的橋樑，對手語的興趣也大大提
升，更主動嘗試運用手語與Sue姐姐溝通。

家賢：嘩！原來手語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呀！
希溢：係呀！係呀！我之前都唔識呀！
棟斌： 好彩有Sue姐姐同梁姑娘教我哋，我哋

先可以學到。
希溢：  咁我哋下次就可以用手語同聾啞人士溝

通啦！

棟斌：係呀！係呀！唔駛驚佢哋唔明啦……
希溢： 我返屋企都有教爸爸媽媽，等佢哋都可

以同聾啞人士溝通呀！
棟斌：係喎！等我返去都教爸爸媽媽先。
家賢：好呀！好呀！

幼兒透過親身與聽障人士接觸，提升了對聽障
人士需要的認識，學習關心不同群體的需
要，培養互相尊重的良好品格，並建立關愛共
融的社會文化。

安怡幼兒學校

高班

幼兒姓名 ﹕孫樂彤(左)林韻怡(右)

安仁幼兒學校
幼兒班

幼兒姓名：陳恩琳(右)、陳頌堯(左)

體能活動時，允澄和嘉敏同時走向同一架學步車去。

嘉敏拍着允澄的肩膊：「允澄，你係咪想玩呢架車 ﹖」
允澄：「係啊！」
嘉敏：「我讓俾你玩先！陣間妳再讓俾我玩，好唔好啊？」
允澄：「好啊！唔該嘉敏！」
接著，她們便開心地各自踏車玩耍去。

二至三歲幼兒仍處於自我中心階段，但在老師的教導
下，也開始懂得等候和輪流玩耍。從幼兒的對話中可見她
們已能實踐禮讓這優良的品德。孩子們，加油吧！讓我們
一同以禮相待，建立和諧的校園。

安強幼兒學校
預備班

幼兒姓名 ﹕賴允澄(左)、林嘉敏(右)

芯語和梓晉在圖書角把玩手偶扮演廚師及消防員。

芯語：晉晉，你睇吓我變咗廚師呀，你宜家肚唔肚餓呀？
梓晉：肚餓呀，我啱啱救完火，好   呀，你煮飯俾我食呀？
芯語：好呀！我煮意粉俾你食啦(模擬煮食)，哎呀哎呀！著火呀！
梓晉：唔使驚，我嚟幫你！呼~呼~(模擬噴水)宜家冇事啦！
芯語：唔該晒你，你救完火好辛苦啦。我煮好咗啦，請你食啦！ 
梓晉：多謝你呀！你煮嘢食都好   啦，我地一齊食啦。

幼兒喜愛假想活動，芯語與梓晉正在玩弄手偶扮演廚師和消防
員。以上的對話清楚顯示他們能掌握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且懂得
關心對方需要，值得欣賞。

幼兒姓名：鍾芯語（左）、盧梓晉（右）

安基幼兒學校
 幼兒班

童話童真

安康幼兒學校

高班



綠路童心
「綠色社區日」 聯校親子旅行

親子藝術嘉年華

一人一花活動

幼兒班
我的生日會

高班參觀
海洋公園

低班參觀
沙田交通安全城

幼兒班
中秋節

低班親子旅行

幼兒班
秋季旅行

高班齊惜福

預備班
家長觀課

種植苦瓜

參觀消防及救護
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親子秋遊樂

預備班麫粉
探索活動

玩具回收活動

閱讀長幼情計劃

秋高氣爽郊遊樂

第十屆家長教
師會就職典禮

1110 幼苗坊第48期幼苗坊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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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2-7號
 G2-7, Kai Yue House, Kai Yip Estate, Kowloon Bay, Kowloon

姓名 : 

如 閣下不希望收到本會的資訊，請填寫以下資料交回本會。（傳真 : 2331 3277 ；電郵 : ssd@ttmssd.org）
本人不願意收到貴會的服務資訊

電郵 : 地址 : 

電話 : 2331 2877
電郵 : ssd@ttmssd.org

傳真 : 2331 3277    
網址 : www.ttmssd.org 

聯
絡
資
料

安強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5樓 2321 0580 ok@ttmssd.org

安康幼兒學校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2字樓 C 座 2779 6861 oh@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新界大埔富善邨（明雅苑停車場側） 2661 2866 oy@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九龍紅磡黃埔花園第5期青樺苑第九座平台 2764 7050 o i @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九龍油塘高怡邨高盛樓地下 2727 6468 oe@ttmssd.org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	 電郵

督  印：楊素娟服務督導主任

編輯小組：張美容校長 鄭玉芬主任 陳佩欣主任 蔡詠璇老師 黃惠珠老師 鍾雅慧老師 歐陽菲菲老師 高敏婷姑娘

鳴  謝：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敏博士  余榮森先生

書　名：團圓
作　者：餘麗瓊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簡　介：  《 團圓 》講述中國人在節日中的習俗文化之餘，故事中趕回家團圓

的“ 爸爸 ”在用心一點點建立家園的完滿，建立起女兒對他的重溫
和信賴。其實，他給孩子帶來的何止是家的感覺和愛的撫慰，帶來
的還有孩子投入的依戀和“ 爸爸 ”離去後再次的守望。故事裏的

“ 我 ”有了一枚硬幣，那硬幣裏更多的是我的遙想、感激和眷戀，它
已存在我心裏多年了。沒想到很多年後，我和父親換了位置——那
個在家守望的人是他，而那個一心想要趕回家過年的人是我。

書　名：相信愛，就找到更美好
作　者：Bunny King@Dream Capsule
出版社：青源出版社
出版日期：07/2015
國際書號：9789888276530
簡　介：       跌倒和失敗是經常發生的；而害怕它們的感覺也是無可避免的，但

是，只要你在跌倒和失敗的時候，選擇面對困難，然後憑愛心和勇氣
站起來，向目標再次出發——那麼，再多的困難也不能夠打倒你。本
書包括了60個憑愛向目標前進的故事，為人們在努力完成目標的路途
上打氣，讓他們跨越困難，以及肯定自己的價值。

( 上述內容參考互聯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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