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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愛心聲匯愛心聲

記得關傑棠神父曾說「家是流奶流蜜的地方」，是滋潤生

命及讓生命成長得更豐盛的園地。相信每個人都在家庭

曾感受到被愛，從而懂得將愛傳遞及分享給身邊的人。

同樣，我們的孩子也在家庭中學習去愛，及感受到家人對他無條件的關愛，並

且感到幸福及變得強壯。

但有一種愛千萬不可在家庭中出現，因為它會讓孩子變得依賴、自大、不懂珍

惜及不懂關心身邊人的需要……，你知道是那種愛嗎？相信你們也猜到吧！就

是「溺愛」，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無私的，希望將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給子女，當

愛得太過度時，便會變成溺愛。所以我們要緊記，在關愛孩子的同時，要尊重

天主賜給孩子的能力，給予他們有體驗的機會、自我獨立的機會及思考的機

會，這樣才可讓「孩子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他身上」

(聖路加福音2:40)，孩子才可勇敢面對及跨越未來遇到的挑戰。

最後，祝願每個家庭在天主的顧佑下，充滿愛與尊重！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令我能再次有機會為大家

服務！每次在不同活動中，看到各位小朋友投入其

中，內心不其然就會覺得莫名的感動，成為我的推

動力，亦是我們教導兒子為別人服務的機會。

為了家庭及教導孩子，我和丈夫都放棄了很多自己

的喜好，但就換來了各種學習機會。還記得陳校長

在一場合分享過＂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確很

受用。感恩我們的家庭是建基於天主的愛之下，大

家每晚一同祈禱時都會持著坦承的態度。除了向天

主交代，我們當中也能互相諒解、包容與寬恕。這

對我們家而言，是一個很管用的方法，不單止讓我

們可以自我反省，還能從中學習、改善及處理兒子

的種種問題，我們也很享受及期待每天這個時間的

來臨！希望大家也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為家庭

加多點愛！主佑！

耶穌出生在聖家，在聖家裏耶穌

和瑪利亞、若瑟一同生活，活出

真愛。愛是包含了每一個家庭，

就像天主無條件的愛，祂對我們不離不棄，還派遣祂

的獨生子耶穌降生成人。為我們帶來天主的信息，明

白天主的愛。

天主對我們就像父親對兒子的愛一樣，不離不棄不停

給我們機會教導我們。即使我們做錯也會無條件原諒

我們，還引導我們向善走上正確的道路。這個模範也

可在若瑟身上呈現出來，讓我好好學習。

還記得有一次我兒子做錯了一件事，我罵他。當然他

很不開心還哭著。最後我向他解釋，罵你是因為要引

導你走上正確的道路。如果我不引導你，是我不對。

所以你要明白爸爸罵你的背後意義。可能是因為天主

的恩寵。兒子明白了還懂感謝我。令我倆關係更加變

得緊密。

雖然我的愛是有限，但我會好好向天主及若瑟學習，

引導自己的兒女讓他們活在正確的道路上，活在天主

的懷抱中，將天主的愛在家庭中活現出來。



本年度學校除加設遊戲課程外，更調節早午會時段

活動內容，讓兒童充份善用早午會時段，星期一進

行遊戲活動、星期二進行閱讀圖書、星期三進行創

意活動。

在活動中學校提供一些低結構性物料和設

計不同範疇內容。讓兒童自由表達，發揮

創意想像力。透過家長共同參與更能發揮

家校合作和了解兒童的能力及發展。

今年學校安排更多自由遊戲時間給兒童，除了平日

遊戲時間外，幼班安排在星期五、低班星期三，而

高班在星期一安排自由遊戲時間，透過自由遊戲訓

練兒童的創造力、思考有彈性及與他人和睦相處，

進出團體之能力，並促進兒童的發展。

「遊戲課程」的過程及回饋，兒童會展現

其獨特的能力。從而鷹架兒童的學習分析

及應用評估的資料。

自由遊戲

早會活動



低班活動低班活動

戶外玩車真開心

我們做小偵探，

找找不同的葉子。

我們正在畫大筆畫

開心打邊爐

灣仔峽公園戶外觀察

幼班活動幼班活動

猜猜我們扮演甚麼

一起快樂BBQ

英文遊戲真好玩

廸士尼探索之旅

高班活動高班活動



中秋節我們一起玩花燈

聖誕舞會齊表演

我們最期待的，就是生日會

全校活動全校活動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匯愛小組宗教推展小組

義工帶領祈禱

聖誕節宗教活動

慶祝主保聖瑪加利大瞻禮

開學親子祝福祈禱會

公教家庭朝聖

諸聖節宗教活動

開動聖人列車



11月4日舉行了第十六屆

執委就職典禮，典禮中

家長亦進行了投票通過

新會章，執委們已開始

參與和協助今年度學校

各項活動，延續家校合

作的精神。

「聖誕頌歌節2017」

活動，本年度共籌得

款項港幣HKD117,330

元。

家長教育講座《認識親子溝通

的藝術》

大棠有機生態園親子旅行

我們正式成為

快樂小蜜蜂隊員了

我們都是

基督小幼苗

升旗隊隊員宣誓體

家長園地家長園地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我們很開心坐在蘋果樹下，

一起吃自製美味的茶葉蛋。

低班

各級進行了，為期兩星期的專題延展學

習，教師運用繪本，引發兒童學習的興

趣，兒童從不同的繪本故事，衍生了很

多聯想的問題，繼而進行深入的探討。

整個過程兒童透過討論、繪畫、創作兒

歌及滙報，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感受，增

進同儕互動的機會，並發展了不同的範

疇的知識領域。

延展學習延展學習
我們一起設計「搖搖嬰兒床」

送給小寶寶！

第一次烹調蔬菜，真開心。 一起用手板印製作大草地。

我們正在進行水的實驗。

觀察啫喱粉加入熱水會到

那兒去。

幼班

我們發現磚塊和石頭

最適合建造新屋。

我們一起製作的交通城，可以

把玩具車放在馬路上行駛了。

我們在透明膠板上，

畫上不同的表情。

我們製作濾水器，然後測試

那個過濾得最潔淨。

我們製作長鹿角帽子，

正在為鹿角上色。

用麵粉畫畫，滑溜溜的

真有趣啊呀!

嘩！飛得很遠呀！

快些量度飛行的

距離。

高班



下午幼班義 沈妤珞家長

「問世上有幾多愛，流露無限美善」

世間上最偉大的愛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愛。天下間的父

母都愛自己的兒女，但做父母不需要考試，從兒女出

生開始，我們就要學習如何做好父母的角色，給兒女

建立幸福溫暖的家庭。

因此，我們應明白兒女需要的，不

是父母偶爾的關注，而是父母時刻

用心陪伴。父母必須付出時間教導

兒女，因為這是耶穌基督吩咐的

（申命紀6:4-9）。

讓我們多抽時間陪伴自己的兒女，

珍惜相處的時光，讓家多點愛。

上午低班信 馬希言家長

女兒摸著我圓滾滾的肚，天真地說：「媽媽，到

了BB出生，我要餵他喝奶，抱他......」

我說：「BB可能會經常哭，你會覺得煩嗎？」女兒

隨即說：「我會用紙巾幫他抹眼淚，叫他不要哭。」

以上，幾乎是我每天和女兒的對話。

令我們意想不到，年紀輕輕的女兒竟然是如此期

待弟弟的誕生。自從希言知道媽媽懷了小寶寶，她好像愈來愈有當姊

姊的風範。從前的她做許多事情都環依賴他人的幫忙，但現在她主動

做事，縱有遇到困難的時候，也會願意嘗試。因為我們時常教導她姊

姊就是弟弟的榜樣。

下午低班義 梁絜妤家長

我們引用聖經的一段經文，以

圖畫形式表達父母對兒女撒下

愛的種子。

“父母對兒女撒下愛的種子：

有些落在荊棘叢中，沒有空間和陽光；有些落在道路

旁，被飛鳥吃盡了；有些落在石頭淺土裡，沒有生根。

請別氣餒，還有一部份愛的種子落在孩子的心田中，

生了根，茁壯成長，開花結果。”

上午幼班信 蔡熙雯家長

記得我們是怎樣與祢相遇嗎…

不論從哪裡走進祢的國度，亦

是一份祢對我們的召叫︰當中

總離不開父母對孩子的愛、我

們對自己及他人的愛 — 因為

尋求祢，就是為了愛。「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

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13:13）

我的聖召就在家，也許祢嫌我們家愛得不夠，仍要派

遣多一位小天使，溫馨提示我們除了固守信、望、愛

三德外，還要讓我們「家，愛多點」。

雖然當中有喜有悲，但深信祢自有安

排，只要爾旨承行就是了。

親言蜜語親言蜜語

下午幼班義 陳叡家長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做為父母的我們，有沒有為錯

過孩子的成長而感到遺憾呢？

孩子的童年轉瞬即逝，與其扼

腕嘆息，不 如趁時光未老，漫步陪伴他們

走這人生路吧﹗

在他們身邊的每一天，都是幸福與美好的

印記。讓他們在愛與關懷、在天父的話語

中成長，日後才能如鷹展翅上騰，自由翱

翔。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縱使疲乏

艱難，依然有一條路永遠守候着，那便是

——回家的路。願，孩子一路走在天父的

恩典慈愛中。

下午幼班義 馬子仁家長

家庭是小型的教會。家庭應是一個

侍奉天主，尤其是祈禱的地方。

我們一家都是基督徒，但很羞愧

地，我們習慣只會個人祈禱。子仁

有一天放學回家，吃飯前突然雙手合十祈禱：「感謝仁

慈好天主，賜給我們食糧。更求天父教我們，自己有

的分給人」。要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最具影響力

和賴以推動、維繫的人物原來是子女！自始，我們每

天都會一起飯前祈禱。

祈禱能觸及生活中的每一部份，一家人聚在一起祈禱

時，就愈能體會到「家」的共融。一家人得以在「愛」

的氣氛下用餐，這是飯前祈禱的另一收獲！

下午幼班信 李子徽家長

摘星

爸爸媽媽，我要種一棵傑克的豌豆莖，

澆水，施肥，讓它長啊長，

一直長到雲端。

我要爬啊爬，把漫天星星都裝進我的口袋，

分給幼稚園的小夥伴。

最大最亮的那顆星，留給你們，好不好？

寶貝寶貝，那是天主賜福的璀璨明星，

他們見證過耶穌的誕生，

保佑你們，守護你們，引領你們。

前程似錦，鵬程萬里，由你們創造。

我們種下最大最亮的那顆星，

開花，結果，一生將幸福播，好不好？



廖珏楠家長  張婧璿家長  彭翊深家長  李子徽家長  李悅希家長  李懿澄家長  柯希汶家長  

梁韻澄家長  沈妤珞家長  羅諾之家長  蘇立賢家長  邵樂旼家長  郭啟天家長  陳叡家長

陳善源家長  陳心盈家長  陳曉桐家長  馬希言家長  黃冠一家長  黃凱裕家長

顧問 : 陳紫雯校長          編輯小組負責：陳桂芬老師  吳芊瑤家長  

編輯小組成員 : 
編輯
委員

上午
高班義 及家長潘烺楓 下午

低班義 及家長麥珀僖 下午
高班信 及家長陳栢喬

陳曦妍老師及譚芷楓老師

完成了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趙韵廸老師完成了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幼兒教育）

馮詩琪老師完成了

教育輔導文學碩士課程

我們完成了中層教師培訓計劃

低班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2月

低、高班家長觀課

四旬期及復活節宗教活動3月

幼班家長觀課
高班參觀歷史博物館
低班消防安全講座
幼班參觀超級市場

4月

聖母月宗教活動
幼低班混齡活動
快樂小蜜蜂/基督小幼苗/升旗隊結業禮
聖母月結束祈禱禮

5月

高班第三十二屆畢業典禮

學期終感恩祈禱會6月

幼、低、高班結業典禮

高班謝師晚宴7月

*所有活動日期以最後確定通告為準

冠軍
季軍

亞軍

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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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校
園
情
報
站

校
園
情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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