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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
我一家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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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紫雯校長

校長心語校長心語
記 得當兒子日漸成長，有著自己的見解時，

作為母親的我，很多時過於擔心，怕他在外會受

傷；怕他會跌倒等等。變得囉唆，讓彼此交心的

時候也減少了。有一次參與主日彌撒的時候，聆

聽福音時，瑪利亞：「孩子，為甚麼這樣待我們？你父親和我非常焦急，

到處找你呢！」(路2:48)，瑪利亞的心情我明白啊！這正是我現在的心情，

惟耶穌的回應：「為甚麼找我？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的家裏嗎？」

(路2:49)，也狠狠的叫醒我，讓我反思兒子是屬於天主的，他應按著天主的

恩寵，走自己的路。慢慢地，我學會「放手」，以信任的方式與兒子分享日

常的生活點滴，彼此關係變得如朋友一般，家庭氣氛也融和了。我相信這正

是耶穌帶領著我們，讓我們的心充滿慈悲及憐憫，學會注視祂所注視的，家

才能成為孕育豐盛生命及充滿喜樂的地方。

「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若10:14)，以此金句與

各位家長共勉，讓我們一起認識我們子女的才能，培育他們成為一位強壯及

充滿慈悲的孩子。

遊戲是一種富有高度情境和情感的媒介，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如

果能主動將各種生活情境與不同的知識、記憶做連結，就可以變成

一種學習歷程，產生成就感和認同感。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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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課程」的過程及回

饋中，兒童會展現其獨特的能力，並促進兒童多方面的發展。

自由遊戲自由遊戲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宗教
  分享
宗教
  分享

他對我們說他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除了我們外，還有天

上的天父爸爸及聖母媽媽，我們要效法耶穌。耶穌常常幫

助弱小及貧窮的人，祂對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我們一家

透過派飯給露宿者及參加愛心願望樹活動，了解到他們小

小的心願及需要，讓我們反省及讓孩子明白到要幫助一些貧窮及其他有需要

的人，愛人如己，希望讓他們可以得到溫飽及感到一點愛及關懷。耶穌對我

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

對我做的。」瑪(25:40)就讓我們一起學習耶穌，將天主對我們愛的信息帶

給身邊有需要的人。感謝天主!

上午高班義

伍澤希家長

開學親子祝福祈禱會

諸聖節扮演聖人，並學習

他們敬主愛人的德行。

學習主保聖瑪加利大愛主愛人

公教家庭朝聖

匯愛小組宗教推展小組義工帶領祈禱聖誕節宗教活動



分組活動樂趣多

高班活動高班活動

灣仔峽公園戶外觀察

參與陽光笑容

小樂園活動

開心火鍋齊分享

幼班活動幼班活動

低班活動低班活動

參與廸士尼科學活動

齊來說說英語，玩遊戲，

learn and play with fun.



我們利用輕黏土

製作生氣面譜。

我們創作了大笑瑜伽四式，分別是小白兔、

長頸鹿、小丑和喝牛奶。

幼 、 低 、 高 各級在10月29日至11

月23日期間一起進行了「專題延展」

學習活動，專題內容配合了本年度關注

事項，提升兒童「社交情緒」的技巧，

幼兒班透過不同的情緒繪本故事、低班

以＜無臉先生＞故事、高班運用了＜比

比和朋友＞情緒教育的故事情節進行專

題延展，過程中，兒童透過不同的情緒

活動如：角色扮演、故事分享、創作兒

歌、模擬情境遊戲，讓兒童從中學習認

識、管理及表達自己的情緒，並學習舒

緩情緒的方法。從而建立正面的社交和

情緒，增進兒童情緒健康發展。

低班

延展學習延展學習

開心的表情有很多表達方式。

幼班

我們懂得表達不同的情緒

看看！我們一起製作了一件

超人睡衣給樹熊安安。

我們正為愛哭公主開一個

開心生日會。

運動跳跳棋：

認識減低負面情緒的運動。

小朋友扮驚慌的表情

我們正在製作美味的面譜班戟



我們帶了自己喜愛的洋娃娃傾訴心事

嘗試代入情景，感

受當事人的情緒。

我們有不同的情緒表現

好朋友分享心事

基督小幼苗
在李神父的見證下，所有

基督小幼苗願意遵守誓詞

的內容。感謝主，讚美主。

快樂小蜜蜂 第十八屆宣誓禮 升旗隊 第十屆宣誓禮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我們三隊制服團隊的宣誓禮

高班

透過傳「情緒氣球」的遊戲，

感受緊張的情緒。

我們用舞蹈將傷心事搖出來。



全校活動全校活動

冠軍 上午高班義 李浚銘 亞軍 下午高班孝 沈熹沛 季軍 上午幼班義 李穎昕

愛•動•樂 — 親子環保玩具 設計比賽結果愛•動•樂 — 親子環保玩具 設計比賽結果
感謝各位家長的參與，也恭喜所有的獲獎家庭，yeah！

齊來慶祝中秋節

聖誕表演齊參與

開心生日會Party



匯愛心聲匯愛心聲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匯愛小組)就職典禮

2018-2019年度頌歌節

感恩在五年前的一場面試，決定了兩兄弟共五年的幼稚園生活。如今子陽踏入幼稚

園的最後階段，對我而言，不捨的心情不比兩兄弟少。從來他倆升學的種種，我和

丈夫都把一切交託給天主，我們相信天主定必給予我們最好的。沒錯！在這裡對於

小孩的培育，實在不容置疑。但作為家長，也得到不少的學習機會，無論在信仰丶

幼兒教育及在匯愛小組的服務中，都獲益良多。

很認同陳校長常說的一句話「要為孩子選擇合適的學校」，漫長的學習道路，知識

固然重要，但德育的培養亦不能缺少。在這裡從小學習關心身邊的人，多做好事，

把愛散播到社區，家長也好好的作榜樣，是我們牧養小羊兒的態度，亦是作為小羊

的我們該做的事情。

在此，容我再次感謝在這條道路上，支持及信任我的您們。主佑！

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敏慧女士
上午高班孝
鄧子陽家長

恭喜黃安棋老師喜添兒子

參與明愛家長講座

賽馬會「玩學相長」社交情緒學習計劃

開心親子旅行

教師專業發展及喜訊教師專業發展及喜訊

家長園地家長園地

參與教師的社交情緒能力

與壓力處理講座

參與 「玩學相長」

社交情緒學習計劃



王駿維家長、朱嘉毅家長、陳聖諺家長、李施蔚家長、薛賦雨家長、廖珏熙家長、柯希政家長、羅諾以及羅諾之家長、

楊致遠家長、吳芊瑤家長、陳善源家長、吳柏瑤家長、葉天瑜家長、馬希言家長、陳偲睿家長、譚惠美及譚惠玲家長、

李峻賢家長、張一州家長、蘇立賢家長、羅恩希家長、沈妤珞家長、李子徽家長、陳叡家長、黃冠一家長、

何芷鈞家長、張安翹家長、張婧璿家長、陳心盈家長

顧問 : 陳紫雯校長          編輯小組負責：朱婉珊主任  張人君老師  何文浩先生

編輯小組成員 : 
編輯
委員

下午高班義 梁絜妤家長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

所缺!……」聖詠23

人們感到缺失的，往往是對於

金錢物質上的渴求。我們一家

却深深體會到上主的慈愛，已

凌駕了一切。2018年2月，小

兒子出世了，同年9月，也在本堂領受了嬰兒

洗禮;我們擁著大女兒絜妤和小兒子絜堯在懷內，

真的感到無比幸福，一無所缺。

「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

的靈魂就會痊癒。」我在往後的日常祈禱中，除了

感恩之外，已鮮有向天主求甚麼了。因為衪知道什

麼對我才是最好的，我相信衪必不讓我有所缺失；

當我嘗到生活上種種苦爵時，也必不抱怨，願意順

著衪的旨意而行；因為上主是我的牧者。

上午高班孝 曾海嵐家長

前陣子，小羊問大羊：「為什麼我們要

經歷生老病死和不愉快的事？天父爸爸

不是很愛我們嗎？」大羊便說：「那是

衪給我們的歷煉。」衪未曾應許天常蔚

藍，也未曾應允花兒常開，但卻恩許衪

的慈愛常在。

最近，小羊問大羊，某小學取了錄嗎？

大羊回答沒被取錄。小羊沉默了，於是

大羊跟小羊說：「我們祈禱吧，衪讓我們到哪兒，我們便到

哪兒，因為衪是我們的牧羊人……」

我們的小孩將來要面對不少的困難，「家」必定是他/她們最

強的後盾，現在依傍的是牧者給予我們力量，以喜樂的心態

去面對生活中的一切，把人生掛慮托付於主的手中，活在主

內，那麼來自天父的平安喜樂就會與我們常伴。「我的軛是

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 11:20) 共勉之。

上午高班孝 吳柏瑤家長

哥哥柏言畢業後，轉眼間，妹妹

柏瑤已經高班將要離開天主教聖

瑪加利大幼稚園升讀小一了。

感謝耶穌哥哥這五年來一直帶領

我家兩隻頑皮又可愛的小羊兒，

來到這間充滿歡樂及愛心的學校學習，學懂

互助互愛，關心身邊的人，熱心祈禱。

寄望孩子們畢業後能實踐愛人如己的校訓，

傳揚基督的精神。主佑！

上午高班信 馬希言家長

眨眼間女兒已上高班，她由懵懵懂

懂到活潑開朗，由極度倚賴到獨立

處事。數年間的成長和蛻變，令我

們深懷感激！從天主身上，我們除

了學會怎樣培育孩子，也學會如何

成為盡責的父母。漫漫長路，雖不算崎嶇，但也不算平

坦，苦樂與共。耶穌是家庭的牧者，學校是家長的同行

者，令我們在育兒的路上並不孤單。因為耶穌的愛充滿

我們這一家，令我們一起成長。

十月，我們帶了初生弟弟參與姐姐的開學祈禱會，女兒

握著弟弟的手，專心致志地聽神父和老師的話語，這

刻，我知道她真的長大了。

下午幼班孝 張喜晴家長

我們家非常感恩，女兒可以在聖瑪加

利大幼稚園展開了學習上的第一個新

旅程。記得她第一天上學，哭嚷着要

媽媽，彷如迷途小羊。幸得老師悉心

照顧，她現在天天也嚷着要上學，還

學會了常常祈禱，以詠唱詩歌來讚美天主。她的歌聲提醒了我

和丈夫，時刻也要懷著感恩和喜悅的心來讚美天主，每天也以

祈禱和讀經來鞏固信仰，希望能活出一個有真、善、美、愛和

聖神帶領下的家庭生活。感謝主，你是我家的牧者。

親言蜜語親言蜜語

上午幼班信 廖珏熙家長

聖誕節是耶穌的生日，孩子們尤其

興奮，從佈置聖誕樹到參加中環的

嘉年華會……他們總會流露那張既

興奮又滿足的笑臉。 

聖誕當天，神父從將臨期的準備說

到跟耶穌慶祝，我們才驚覺我們全

都錯過了。雖常說耶穌是家中的牧者，但我們只會在

困難時想起祂，卻從不會主動跟祂分享孩子成長的趣

事。我們的價值觀深深影響孩子們，願我們能在生活

中努力嘗試以身作則，令孩子們領略誰是牧者及感受

耶穌時常和我們在一起。

下午低班孝 陳叡家長

誰是一家之主？爸爸？媽媽？

還是備受寵愛的孩子？我認

為應該是—耶穌。

祂是教會的頭，也是我們一家的主。有祂，我們必

不至缺乏，可以安躺在青草地，也可以歇息在水邊。

當在教養孩子上出現意見分歧

時，我們必會依據聖經的教

誨。聖經是所有行為處事的

依據，是黑夜中的明星，指引

我們的前路。

我們都是耶穌的小羊，在祂

的顧念下，互相效力，彼此

相愛，活出光采的生命。

＊由於文章眾多，不能盡錄，敬請見諒！排名不分先後。

下午低班孝 馬子仁家長

馬子仁及其家長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