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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愛，衪愛世界，賜下了

自己的獨生子來到世界，讓我

們感受到衪那份無私犧牲的大

愛。我們應該感恩，因為，天

主讓我們感受到被愛的幸福感

覺。那麼，我們如何去回應天

主的愛？

聖經提及愛的誡命「應愛人

如己。」(肋十九8)，如我們能

遵守這誡命，每天愛身邊的

人，並在生活中，時刻透露

著感恩的態度，這樣就是回

應天主的愛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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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每年均會按兒童的發展能力進行不同

範疇的學習評估，從而定訂每年校本的關注

事項，藉以促進兒童發展及教學效能。本年

度關注事項是「提昇兒童執行功能」。在3-6

歲兒童發展階段是執行功能發展的重要時

期。而執行功能是一些基本層次及更高層次

的認知及心理過程，當中有五大能力範疇，

包括切換功能能力、規劃/組織能力、情緒

控制能力、工作記憶能力及抑制控制能力。

今年我們會重點關注「提昇兒童執行功能規

劃/組織能力。」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區角遊戲、綜合活動及

小任務，讓兒童在分區活動前自行定訂計

劃，促使兒童能夠獨立地及有效地管理組

織孩子的思考，並作出適當行動有步驟地

去完成學習活動的工序/事情，從而達到學

習目標。

校長心語校長心語

1.

2.

3.



上午高班信  方柏喬家長

宗教
  分享
宗教
  分享

不知不覺柏喬已是高班生了，我們一家與學校一

同見證柏喬和他的姊姊這五年在主愛內成長，實

在非常感恩。懂得感恩是幸福的來源，從小我們

便教導他們常懷感恩的心。由出生時身體健康、

至得到溫飽、被愛包圍、接受教育、擁有心愛的

玩具等等…皆不是必然的。因此，無論

大小事情，我們都應該感謝天主。更重

要的是我們願意將自己擁有的與別人分

享，不論多少，那顆無私奉獻的心是最

真摯無瑕的。願所有的兒童被愛護，從

被愛的過程中學習愛人如己的精神，讓

愛生生不息，阿孟。謝謝！

開學親子

祝福祈禱會
開學親子

祝福祈禱會

普世歡騰

賀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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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活動低班活動

建構活動

探索活動

幼班活動幼班活動

探索活動

延展活動

主題活動

延展活動



第十四屆升旗隊宣誓禮

瑜伽活動

高班活動高班活動

有營餐廳

國際日

延展活動

第十七屆基督小幼苗承諾禮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第二十二屆快樂小蜜蜂宣誓禮



匯愛心聲匯愛心聲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匯愛小組)就職典禮

家校園地家校園地

感謝天父看顧，過去三年即使面對大大小小

的疫情，我們內心仍充滿着平安、喜樂和盼望，

保守我們安然渡過。

今年幼稚園可以迎接小朋友上實體課、一起祈

禱、一起玩耍，而且還可以舉辦很多活動，讓

大家可以面對面表達愛。

我們的孩子能在學校學懂愛，要感謝每一位老

師身體力行去教導他們如何表達、如何分享愛。

一切愛的力量都來自於天主，感謝天主為我們

所安排的一切；賜予我們有能力去回饋他人，

讓大家都能認識天主的大能。（可愛的諸位，

我們應該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天主；凡有

愛的，都是生於天主，也認識天主）若4:7

學校校訓正是「愛人如己」，是我們都要學習

的課題，提醒我們要善待他人就像愛惜自己

一樣。

我家中有兩位小孩，他們時常向天主祈禱，第

一句話就是感謝天主，賜予他們擁有愛人的能

力。在生活當中，我們只要時常抱著感恩的心

與他人相處，自然就會培養得到正向品格。就

讓我們合力在小孩心中栽種這顆良善的種子，

讓他們將來成為為別人遮陰的大樹。

主祐大家

匯愛小組主席 陳倩兒女士

上午低班孝  張玥翹家長

參與眾家之家籌款音樂會 陳紫雯校長、陳桂芬老師與

李美恩老師領授天主教香港

教區服務獎。

恭喜姚寶怡老師家中增添

一位成員。



顧問 : 陳紫雯校長          編輯小組負責：黃思懿主任編輯委員

＊由於文章眾多，不能盡錄，敬請見諒！排名不分先後。

上午幼班信 余泳蕎家長

知恩感恩之心，是天主所賜

給人寶貴的禮物。愛主之心

是感恩的基礎，因為是主先

愛了我們。

主說：「我愛你們，正如父

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約15:9）我

們的感恩，是出於回應主莫大的愛；所以感恩是愛

的告白。

感恩就是人接觸到耶穌基督超越常理的愛，因而產

生深度的感激，生命起了改變。要與這位愛的源頭

建立知己的關係，並由心底發出愛的回應：「我愛

主！」這是愛的奉獻！

親言蜜語親言蜜語
上午幼班信 陳柏昊家長

我們的家本來是無信仰家庭，

基於爸爸用心維護、媽媽盡心

照顧、孩子健康成長；直到我

們為孩子選擇了天主教聖瑪加

利大幼稚園，這幾個月來透過

學校舉辦的活動，例如〝開學親子祝福祈禱會〞、孩

子每天放學回家分享感謝主的歌，讓我們一家都更接

近主。主教識孩子要學懂感謝感恩的心，連同我們作

為家長亦時刻保持著感恩的心，感謝學校引領我們同

靈同心靠主，讓主的名大於榮耀。

下午低班孝 伍頌浠家長

承蒙天主的恩寵，今年頌浠

有機會同時加入了基督小幼

苗和主日學，令他非常雀躍

和興奮，尤其當他知道在今

年聖誕聯歡會上可以演出小

牧羊一角色。耶穌大哥哥一

定是聽到他每晚的禱告，讓

他願望成真。其實，要讓小孩感受主對他們的愛，很

簡單，可以由參與主日彌撒開始，他們必定愛上。

「你們讓小孩子來罷！不要阻止他們到我跟前來，因

為天國正屬於這樣的人。」(瑪19:14)

下午幼班孝 賀澤霖家長

在這世上，人的生命短暫卻

有無數值得感恩的地方。

我們感謝主創造了美好大自

然，賜予陽光雨露，預備家

庭和親人，更讓我們結識人

生旅程的朋友。親情友情使我們生活充滿樂趣，弟兄

姊妹之間在主裡的愛，更讓我們感受到主豐富恩典。

我們同時感謝主在我們工作生活中滿足我們衣食住行

的日常需要。

主所賜的，超乎我們所想所求，除了感恩，也應當非

常珍惜主所賜予我們的一切。

上午高班義 李政陽家長

疫情持續了差不多三年，令

小朋友嚮往的校園生活受着

停課的影響變得近乎沒有了

……但隨着疫情的褪減，終

能在最後一年幼稚園生涯裏

面享受到校園生活的樂趣。

因搬遷緣故又令小兒懷着恐懼與不安再次踏上上學的

路途，感恩信靠順服得著天主的眷護和帶領，使小兒

慢慢走出孤獨的步伐，重新適應新校園，結識到更多

新同學，有伴相陪是成長生命中最珍貴的、無價的！

隨著聖誕節的臨近，願各人都能在天主內得平安喜樂！

上午低班信 許樂 及
上午幼班信 許晴 家長

你們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

事感謝（得前 5:16-18）

感恩主的安排我的兒女都在

聖瑪加利大幼稚園快樂地成

長，每天看到他們的進步，是

我最感恩的事，哥哥打破內向

的性格，成功在班內結交好友，

妹妹打開金口，每天能跟老師說聲早，感謝校長、每

一位老師及所有教職員的耐心，愛心，令小朋友於學

校內無懼任何事，放膽做自己，愉快地享受每一天

的成長。 

下午低班義 車尹賢家長

Christmas is always a special time for our family. 
It ś full of joy and love, full of hope and 
benevolence. It also reminds us the incredible love 
that God has for all of us. During this season of 
giving, we decorated our very first Christmas tree 
together, and shared our warm wishes with our loved 
ones.

下午高班義 鄭翌亨家長

某晚我們遇到搬運重物時受

重傷的叔叔。翌亨見狀也一

起 幫 忙 移 開 散 落 一 地 的 貨

物 、騰出急救空間並目送傷

者上救護車。及後翌亨不斷

查問叔叔的情況，還掏出儲

蓄說要捐給叔叔。這些舉動

雖小，卻是無與倫比的溫暖。 

感謝天父不熄的愛，點燃我的家庭使我們充滿愛。

求主讓祢的能力與我們同行，培養孩子成為有溫度的

人，學習主動關心別人，為別人送上愛及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