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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心語校長心語

這學年的主題是播種仁愛，感謝

老師教導小朋友們怎樣在日常生活

中做好行為，讓好的種子，結出好

的果實！

而我也很感恩小兒在課堂和基督小幼

苖團隊中，認識天父，學習做好行為，在他心田撒下仁

愛的種子。他愛唱小幼苗的歌，「用心灌溉，用愛照料」；

在生活中，他愛父母和祖父母，愛老師和同學；他也喜愛

分享玩具和喜樂，也會鼓勵小朋友要勇敢嘗試新事物。

此外，我也鼓勵他多關心和感恩，

例如，教導他感謝這次疫情中辛

勤付出的醫護人員，他明白後也

繪畫了一幅圖畫表達自己的謝

意。我相信點點滴滴地學習，小

兒也可結出一個美好的小果實！

師長和家長們，感恩小朋友心靈

成長路上，有你們為他們撒下仁

愛的種子，引領他們結出好果實！

自然的恬靜韻律，正是愛的根源。每位小朋友也是顆

獨特的種子，各有成長的美態；讓他們感到師長同伴的

愛和喜樂，便是滋養生命的良方！

讓我們一起共勉之！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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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愛心聲匯愛心聲

上午高班孝 朱嘉毅家長

家長園地家長園地

閱讀的力量～建立正向家庭

菜姨姨

角落生物開心湯圓大派對

「愛人如己」是我們的校訓，我

們希望能培養每個孩子都能無私

地愛所有人。但我們有時候會變

軟弱，會選擇性地去愛人，只愛

自己喜歡的人……。我想，如要

孩子能無私地、自由地去愛身邊

的人，必需讓他們結出一顆純潔

的心，這顆心能看到人的美善及

充滿喜樂與感恩。

聖人德蘭修女曾說；「祈禱的

果實是一顆純潔的心，有顆純

潔的心就可以自由地去愛。」

因為透過祈禱，孩子可感覺身

邊人和事，當中會為有需要的

人、感恩的事祈禱。我們一起

開始與孩子多祈禱，將一齊交

托給天主，相信這果實會讓孩

子變得更仁愛及慈悲。



上午高班信 邵蓓慧家長

宗教
  分享
宗教
  分享

蓓慧將快完成三年的幼稚園課程。回想起她第

一天上學的情境，仍然歷歷在目。 

幼班時會擔心蓓慧會不會尿濕褲子；低班時會

擔心她隨着哥哥畢業，沒有人倚靠，而交不到

朋友；高班時擔心她寫字寫得太慢，追不上課程。其實我的擔心

是不必要。她在老師的教導下茁壯成長，她告訴我：「媽媽，不

用再帶「底褲仔」啦！我大個女了！」、「我今日跟同學仔玩得好

開心！」和「我今日寫字寫得又快又正確，我拿了Super印啊！」

三年的學習旅程中，雖上著非一般的課堂，但老師仍然專業地教

導學生，好讓學生繼續學習。

感恩兩位小朋友在天主教聖瑪加利大幼稚園畢業，他們在濃厚的

宗教氛圍下成長。我有幸連續參加了五年的宗培組，當中收穫比

付出的更多！感謝學校讓我們一家能在學校帶領祈禱外，還有不

同的靈修活動，讓我們反思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和鼓勵我們多加對

天主的依靠。還有高興的團拜活動……等，一幕幕開心的畫面馬

上浮現在腦海中。

最後，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姐姐和書記們，有你們的愛，我

們的孩子會愉快地成長，還學懂「愛人如己 敬主愛人」。願天

主常保守學校，繼續如太陽般發光發亮，照亮每位孩兒的心。

聖母月結束宗教活動聖母月結束宗教活動



低班活動低班活動

正向教育正向教育

學校今年參與了「推動正向教育‧

邁向全人發展」計劃，著重培育幼

兒正向的思維，引發他們對學習的

好奇心，在延展的活動中帶出正向

的態度及兒童的成長性思維。是次

活動是延續主題故事「小紅帽與大

灰狼」，內容圍繞着兒童常見的交

通工具，以班本形式透過繪本故事

帶出問題，與兒童一起討論，並藉

此啟發他們的創

意和想像力，引

發同理心，培養

他們解決問題、

處理情緒的正向

態度。

低班以「推動正向教育‧邁向

全人發展」的目標，讓兒童對

學習持正向的態度，更投入及

喜愛學習，並以主題延展活動

中表現出來，加深了對寵物的

認識。如﹕透過「光和影」的

探索，用手變出不同動物的影

子，讓兒童對學習充滿好奇

心﹔透過訪問姐姐，了解到姐

姐照顧金魚的辛勞，從而表達

感恩的心﹔兒童在體能遊戲中

扮演了主人及寵物，主人帶領

寵物越過障礙，雖然過程辛苦

及富有挑戰，但經過努力嘗試

後，終於成功到達終點了。藉

以培養他們努力不懈不輕易放

棄的精神。

幼班活動幼班活動

開心生日會

正向教育正向教育

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



高班於4月進行正向學習專

題延展活動，活動融入「正

向」及「天主按照祂的肖像

造了人」的宗教元素，並配

合繪本故事進行延展活動。

透過討論培養兒童多元化的

思考角度及批判性思維，以

勇氣面對挑戰及培養解難能

力、懂得以欣賞的態度待人

處事、主動關愛及體察他人

需要的態度，從而逐漸培養

兒童有一顆感恩的心，建立

正向的人生觀。

在陳校長的見證下，

三隊制服團隊結業禮。

高班活動高班活動

第二十屆快樂小蜜蜂結業禮

第十五屆基督小幼苗結業禮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第十二屆升旗隊結業禮

課堂活動

正向教育正向教育



黃思懿主任於

天主教學校領導

培訓課程畢業

朱嘉煥老師

新婚之喜

上午高班孝

宋耀慧

亞軍：上午高班信 李穎昕

幼稚園組榮獲冠軍

下午幼班信 羅駿滐

上午高班信

彭睎然

優異獎：上午幼班信 廖正軒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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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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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園地家校園地

學校代表學校代表

  天主教香港教區
「跳繩強身心．建堂顯主愛」
  同樂日

  天主教香港教區
「跳繩強身心．建堂顯主愛」
  同樂日

大家齊來學跳繩

第27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電子版教師卡」設計比賽
第27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電子版教師卡」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
下午高班孝-阮德劻 

亞軍：
上午幼班信-廖正軒 

季軍：
上午低班孝-鄺靖浠 

優秀作品：(排名不分先後)

上午幼班孝-陳日童、上午幼班信-林芮璿、

下午幼班信-羅駿滐、上午低班義-甘千林、

上午低班信-吳汶錡、下午低班信-陳洛羲、

下午高班孝-陳卓

四旬期填色比賽
本校參加作品
四旬期填色比賽
本校參加作品

共 享 喜 悅 動 起 來



顧問 : 陳紫雯校長          編輯小組負責：朱婉珊主任  張海雲老師編輯委員

＊由於文章眾多，不能盡錄，敬請見諒！排名不分先後。

上午高班孝 陳聖諺家長

疫情期間，我們決定在家裏栽

種植物，好為家居帶來生氣。

爸爸選擇了聖諺愛吃的小蕃茄，

藉機培養他對天主造物的感恩

之情。在這數個月內，聖諺負

責定期灌溉；看著種子萌芽成

長到開花，他又幫忙播種及剪下果實。當媽媽端上混了

麻醬的小蕃茄時，聖諺邊吃邊體會到每件美好的事情，

都需要以愛心及時間經營，才能得出豐厚的結果。

親言蜜語親言蜜語
上午低班孝 鄺靖浠家長  

2018年，我與太太參加了慕道班。

驚訝神父與導師願意犧牲自己的時

間、精神，去幫助素未謀面的人，

這衝擊了我多年來的價值觀！

我想他們願意用「生命改變生命」，我也同樣可以將

培育女兒成為天主交給我倆的重大任務！

2020年，靖浠跟隨我們領受了入門聖事，隨後加入堂

區善會，在疫情下也盡可能帶她參與服務。

此刻我們是靖浠的傘，為她遮風擋雨，陪她走上主指

引的路；十數年後，希望她也會成為別人的傘，用行

動和經歷在身邊的人心上播下仁愛種子。 下午低班信 蕭銳淇家長

耕種的過程的確非常艱辛

的，從天主接過最好的小種

子，還要有優良的土地及經

常施肥才能結出優良的果

實。有時候，身邊會有不同

的人告訴我們小孩子應該長

成什麼模樣，應該要長的愈

高愈好，花愈多顏色愈好，

但不能忘記，堅持向他們灌

輸正確的做人方向（施肥），

教導天主的道理，結出的才

是天主喜愛的果實。

下午幼班信 方灝庭家長

轉眼間灝庭已在學校讀了一個

學年，這年間他無論在學術上

及品德上都成長不少。感謝上

主的帶領，灝庭對耶穌的認識

漸深，每天都會祈禱，對祂的

事蹟都感興趣。他會問為何耶

穌會被釘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否很重？祂有沒

有流血？他不單對耶穌表達關心，對家人、朋友

都很關心。如︰爸爸打籃球受傷，他會安慰爸爸，

叫他不要再受傷。在遊樂場有小朋友跌倒受傷而

哭泣，他會安慰小朋友，並給他紙巾擦乾眼淚。

爸媽希望你能保持這夥愛人如己的心。

下午低班孝 吳俞正家長

齊來結出好果實 

每次學校的“一人一花”

活動，都帶給我家深刻的

經歷。可能由於家裏日照

不足，雖然很用心每天澆

水、移位、施肥，幼苗仍然生長得很慢。好不容

易經過三、四個月才開出一朵小花，那時的感覺

是份外的奇妙和感恩。

這經驗教我們和孩子不要輕易放棄，而且相信有

好的動機加上好的行為，一定能結出好果子。

下午低班信 周熙淳家長

主說：「那住在我內，我也

住 在 他 內 的 ， 就 結 許 多 果

實。」(若15:5)凡是愛人的

行為，都是愛主的體現。

去年下半年，我的外公和父親先後撒手塵寰，那時候我

正在懷孕。在痛苦中，天主垂允了我多年的禱告，讓家

父臨終前能夠接受領洗，家母也願意慕道。因著喪親，

我和丈夫了解生命的脆弱，放下偶爾的爭吵。今年三月

妹妹出生，這一次我們學會了互相扶持。願聖神帶領我

們結出更多愛的果實。

下午幼班孝 何知衡家長

海洋公園是知衡最愛去的地方。早上

個月我們已經預購了門票，他每天都

雀躍不已。可惜就在「大日子」來臨

前幾天，他病了。正當我們懊惱怎樣

跟他傳達不能去這個壞消息時，他竟

主動說︰「爸媽，我們這次不要去了。」

我們很驚訝為什麼他不想去了。他便說︰「我想去…

但不想把病傳染給別人。」想不到還不到四歲的他，

已有推己及人的想法。我們希望這顆愛的種子，繼續

在他的心靈內茁壯成長，做到愛人如已。

上午高班信 周苡喬家長

記得有次女兒畫了這幅畫，並說

出這是她最開心的時刻。她提醒

了我孩子最需要父母在身邊的陪

伴，多聆聽和多鼓勵。在充滿愛

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相信也能

較易培養出積極和樂觀的個性去面對日後成長中所遇到

的挫折。

感謝天主的眷顧，相信畢

業生就算在不同的學校也

會繼續發揮校訓：愛人如

己的精神，扶助有需要幫

助的人，日後結出更多甜

美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