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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心語校長心語
「家庭共融」這主題，令我想起教宗方濟各提到的家庭生活中的三個規語

「請問」、「謝謝」和「對不起」。教宗指出這三語雖然簡單，但它們的力

量很大，可以讓家庭通往和睦生活的道路。

因為家人關係親密，有時我們便會變得放鬆，忘記了說：「請問，我可以做

這事嗎？你願意我這樣做嗎？」等既有禮貌又充滿愛的言詞。教宗更表示感

恩是高貴靈魂開出的花。我們應在受恩後說謝謝。尤其感謝家人的照顧，作

為父母者，也要懂得感謝子女帶給我們的喜樂。另外，天主經中：「求祢寬

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瑪六12），這句包含承認過失及

渴望改正過錯，使人當得起寬恕，這是尊重、誠懇及愛的態度。如家庭生活

中出現吵架及意見差異不和諧的時候，而這氣氛又不斷在家庭延伸，使家庭

成員關係出現裂縫，其實很簡單，只要我們願意做出一個微小動作或說一句

「對不起！」，家庭便會恢復和諧！相信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共融的家庭，讓

我們今天開始多說這三個規語。最後，願天主眷顧每一個家庭，並賜予每位

家庭成員充滿愛、尊重及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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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愛心聲匯愛心聲
感恩兩個兒子都在本校畢業，而我和太太也可宣布我

們幼稚園畢業啦。還記得孩子出生那刻，心中唯一的

願望便是希望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可是在這不健全

的教育制度下……也不難不影響了他們的成長，於是

孩子便要背負著我們對他的期望、主流的社會價值觀

等，慢慢把焦點推向了學業成績上，旁人看到身為家

長的我們是上學似的﹗ 

相信大部分人也會感到一天24小時未必夠用，人生要

學的確是太多了。細想一下其實幼稚園和小學也只是

學習生涯中的一個起點，重要的是為孩子每天注入愉

快的時刻，提供一個健全和融洽的家庭給他們。所以

父母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怎樣的成長背景和價值觀

的灌輸，都直接影響我們小天使的成長。

莫忘初心，生氣時想一想，當第一眼看到我們的小孩

時，所給他或她的第一個願望⋯

祝願大家為子女，為自己找到

一條合適的生活之道，「家庭

共融」，「美滿，快樂」！

馬蹄蟹小保母野放計劃

由鄧穎思女士任

教的，「種籽家

長」培訓工作坊。

家長學堂

第一擊

(中國布藝)

家長園地家長園地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謝方燊先生



宗教活動宗教活動

宗教
  分享
宗教
  分享

十 多年前我倆在天父面前作見證，令我們二人成為

一體！不久，我們家的成員還由二變三，三變四。感

謝天父！令我們的家更圓滿！

自從小朋友出世後，每天大部分時間都為他們的生活，學業忙碌，

生活像喘不過氣！幸好，除了主日彌撒，我們一家還能每晚一起祈

禱，大家輪流讀經，唱聖詠，感受天主向我們各人說話，希望籍此

培養小孩感恩的心及增強大家的信德。

美滿的婚姻生活就是家庭中良好的基石，所以對孩子而言「夫妻彼

此相愛是孩子最好的禮物，快樂童年是他們人生觀的起源」。我們

彼此在對方心目中眼中是寶貴的，祈求天主繼續帶領，令我們效法

聖家的模樣，事事感恩！事事信主！

上午高班義

馮希然家長

四旬期及復活節宗教活動

聖母月宗教活動

匯愛小組：宗教推展小組大合照

2018年度公教家庭領洗共17人



低班活動低班活動

參觀超級市場活動

參觀交通安全城

陽光笑容小樂園

我們學習刷牙

幼班活動幼班活動

參觀歷史博物館

參觀小學活動 

高班活動高班活動

消防講座

我們到戶外進行吹泡泡活動



我們扮演毛毛一邊

聆聽動聽的音樂，

一邊洗澡！

哎呀!好嗅呀！我們扮演

小動物齊齊來放屁。

原來毛毛的爆炸頭裡

有個老鼠馬戲團！

幼 低班在5月14日至5月31日期間一起

進行了混齡繪本活動。以不同年齡層一

起進行學習、互相交流，在學習過程中

學會與人交往的正確態度和技能。活動

開展是通過共讀《毛毛的爆炸頭》的故

事，毛毛的家人為他頭髮已感到煩惱，

但毛毛卻為自己的髮型感到自豪。有一

天，毛毛不小心跌進自己的頭髮堆裡，

驚喜的發現一群老鼠住在他的頭髮樂園

裡。是次的混齡繪本活動，老師與兒童

共同探索的過程中，發揮了合作精神，

學習到面對觀眾建立自信，增強表達

力，建立正面的社交和情緒，並將正

面積極的態度運用於生活中。

第一次參與露營活動真開心！

幼班

我們是小小模特兒！

向毛毛展示我們設計的衣服！

低班
延展學習延展學習

我們帶毛毛到

「MAGIC理髮店」，

為他設計新髮型。

這是我們美髮用品店

最新款的彩虹染髮劑。

我們一起建造了毛毛

遊樂場，真開心啊！

一起來跳帽子舞！帶上

帽子拍響板!真快樂啊！



高 班延展活動以創作故事「100層樓的家」

為主軸，運用了戲劇教學技巧《Object in 

box》《Teacher in role》《Story ring》

及《Hot seating》等，老師帶領學生進入戲

劇世界。從講述小巴和管理員，利用神奇升

降機到訪不同領域的奇幻旅程，感謝天主賜

給世界每一個家庭，透過家庭聚會感受彼此

之間的愛。

試想想，神奇升降機可以

帶我們到什麼地方？

我們玩層層疊，看看

可以疊得有多高，目

標是16層樓！

100層樓合併之後真的很高啊！

這是第四十七層樓，

蛇小姐正在做運動。

我們扮演舞蹈員

為大家表演！

我們一起用糯米粉加水，再包餡料，

搓成圓波波。湯圓湯圓代表團團圓圓。

乘搭神奇升降機回到香港，

剛好新年我們舞金龍醒獅

齊慶賀。

我畫的升降機內有糖果店，

可以買糖果，亦有更衣室，

可以隨時換上漂亮的衣裳。

高班



在 2月至4月期間，本校分別於高、低、幼三級進行了

「家長體驗活動」。籍此活動家長可與兒童共同參與，

並可體驗高班兒童模擬小一分科學習、低班的混合分區

學習、幼兒班的自選分組學習模式。從而更了解各級於

不同的學習領域，如何促進兒童勇於嘗試，發揮創意。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來臨參與家長體驗活動的家長。

家長體驗日家長體驗日

幼班組家長體驗

幼班組家長體驗

低班組

家長體驗低班組

家長體驗

高班組

家長體驗高班組

家長體驗



本校同學榮獲四旬愛心親子

填色比賽2018幼稚園組冠軍

(李昊澤)及優異獎(李浚銘)
恭喜蔡鴻雅老師

喜添兒子

梁焯軒同學榮獲腦力大挑戰冠軍

我
們
的
喜
悅

我
們
的
喜
悅

三隊高班制服團隊隊員

把愛心鎖匙傳給低班

制服團隊制服團隊

主禮嘉賓黃君右神父

與升旗隊隊員大合照

守紀樂勤小蜜蜂

小幼苗各隊代表

領受證書

制服團隊
   結業典禮
制服團隊
   結業典禮

本校同學(梁焯軒、

陳景謙、莊雅晴)

榮獲全港幼稚園腦

力大挑戰團體季軍



吳柏瑤家長、廖珏楠家長、張婧璿家長、張安翹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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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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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恩家長

我想大家都曾經歷過這樣的一刻：在一個平靜的環

境，例如公園或海邊，一手牽着太太或丈夫，一手牽

着孩子的小手，孩子輕鬆愉快地唱着歌，大家一邊走

着，一邊在心中湧起幸福的暖意。我覺得如果要在這

世間上要描述天國那份喜樂，這情景就是

真實的體現。

希望在此與各位家長互勉，讓我們

在忙碌的生活及工作中，不要忘記

將愛及時間給予家庭中每一個人，

使天國的幸福時常都可以留存在我

們的家庭中。

下午幼班義 陳叡家長

心願

願你 在我們的懷中

在老師的顧念中 茁壯成長

在祂的恩典裏盪起愛的船漿

一生 沒有放棄 只有勇氣 乘風破浪

靈巧像蛇 馴良如鴿 走遍四方

成為神的小麥子 結出屬靈的果子 

願我們 1+1+1=1 

一家三口 合心合意 敬畏惟一的神

因神先愛我們 這份從上而來的福分

令我們懂得互相支持互相鼓勵 將神的愛承傳下去 

直到萬代

下午幼班義 沈妤珞家長

子女是天主恩賜的寶貴禮物，

有了孩子，家才完整。而家，需

要愛去維繫。作為父母，應陪

伴子女成長，藉著家庭的愛，

給予孩子信任、自由和尊重，

彼此真心接受、相遇和交談。讓孩子有機會學習，尋

找屬於自己的路，成為獨立自主、對社會負有責任、

可為自己開創未來的人。這種無私的愛使家庭共融，

子女亦能「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

上，漸漸地增長。」(路2: 52)  

下午高班義 康穎嘉家長

主，你賜予偉大的愛，

好比宇宙的浩瀚。

每一顆的星神，每一顆的心神，

也照耀着我們，等待祢來臨。 

祢的愛，令我們相遇，令我們結合。

祢帶着小小的天使來到我們的家。

求你教導我們，從祢的身上學習，把愛盛傳，代代相

傳。讓我們的孩子受愛，讓我們的孫兒受愛。 

祢的愛，給我們力量，給我們勇氣。

因為有祢的愛，我們才有力量包容，為愛而鼓勵，為

愛而關心，為愛而犧牲，把愛承傳，代代相傳。讓我

們的孩子在愛內成長，因愛而飛翔。

下午幼班義 馬子仁家長

家庭共融的典範，非聖家莫屬！以

耶穌、瑪利亞和若瑟所組成的聖家，

生活雖則平凡，但事事以天主的旨

意為依歸。無私的愛，慷慨的服務，

讓我領略聖家共融的和諧。常常提

醒自己要以身作則，活出天主，教

育孩子要有憐憫之心，學習愛近人如己。珍惜與孩子

相處的時光，藉真誠的關愛，增進彼此的共融和諧，

讓我們的孩子在愛中快樂地成長。

親言蜜語親言蜜語

上午高班義 梁智堯家長

家庭共融是精算師也解不通的數

學題。

自從有了智堯，凡事都「加多點」。

體重、家務、雜物、帳單、夫妻磨

擦、跟他的鬥智鬥力，伴隨憂慮、

煩惱、忐忑...與日俱增。 

要平衡這邊的急速增長，唯有大幅削減私人時間和休

息、夫妻的浪漫約會、自身開支，還有執着和堅持... 

經歷六年，我們漸感到愛就是家庭融洽的平衡之道。正

如學校的主題，凡事加多點愛，縱使擔子重了，付出犧

牲多了，餘韻仍是甜蜜和享受的。 

感謝主的恩賜，我們樂於窮一生心力

去學習經營這題無休止的平衡大法。

下午幼班信 李子徽家長

愛的源泉  

小時候，爸爸是一座山，

撐起一個家，遮風擋雨，無畏無懼；

媽媽是一片海，無私包容，

心安之處，便是歸宿；

而小小的我，天真爛漫，笑顏鮮妍，

時而在山的庇護下放聲歌唱，

時而徜徉在大海的懷抱裡盡情搖擺；

長大後，我便成了你，為山為海，

愛的源泉，生生不息。

溫暖的愛，來自幸福的家庭，愛人常伴，兒女繞膝，

無私的愛，來自慷慨的天主，愛人如己，與你同在。

下午高班孝 廖珏楠家長

試想像全家人在玩平衡遊戲，全

家人都站在一個圓桌面上，桌下

正中有一支柱，胡亂移動會導致

桌面失去平衡，全家人便會掉下來。

如果桌面平衡是代表家庭共融，支柱便是天主，祂的

愛及支持時刻都在，但要達到共融，就要靠全家人的

努力。我們的生命會不斷轉變，就像在桌上不斷移動，

要達致平衡共融，便需全家人一起努力。所以共融並

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需要不斷互動維持的平衡點。

願大家一起努力！主祐！

＊由於文章眾多，不能盡錄，敬請見諒！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