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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妙玲校長  冬天2019
時光悄然溜走，不只是老生常談，在不經不覺間，我在這

裡上任至刊物登出時，已經走過差不多六個月了，我要抓緊光
陰，勇往前行。我來到這個大家庭是我工作和侍奉的一個新里
程。隨着九月初開學，經過了多月與孩子、老師及家長的相處，
我們已逐漸習慣和相熟起來，並且投入了同行的路上。
校訓 -箴言22章6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離。」。我常常問：我們應該讓孩子走在怎麼樣
的「道路上」呢？約翰福音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這樣，我們定要帶孩子及家長走在這光明又永恆不變的道路上，務必把生命的確據與他們分享。
教養孩子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父母子女的血緣是與生俱來的，是分不開的關係。家長對孩子發自內心

的關顧和愛護，常常會出現莫名的煩惱與憂慮。可是在兩代的鴻溝，父母又未必了解孩子的真正需要，往往
以自家的想法放在孩子身上，使在教導孩子方面，常常不得其法和無從入手；新手爸媽唯有在坊間取材，但
資訊繁多，真偽難測，使之無從入手。教養及育兒的技巧也未能拿捏得來，一下子教導子女就出了亂子來。
當「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作現代的「父母」更覺困難！我期望幫助家長學習教養的技巧，讓他們了解孩子
的需要，並盼望分擔他們作「父母」而來的壓力。我更珍惜與家長在生命道上的相遇，不僅能在教養路上同

行，更盼望能鼓勵他們尋找生命的確據。主耶穌知道我們的需要，祂是隨
時幫助我們的。當我們跌倒時，會被扶持；在憂傷時，會被安慰；在軟弱
時，會被幫助。
本校舉辦的「爸媽加油站」是以專題形式從教養入手，幫助家長面對

照顧孩子的挑戰；「暢聚坊」是以不同信息讓家長接觸福音，使家長從中
體會及認識信仰。還有愛群道浸信會在禮拜日舉辦的「建立孩子價值觀」
和「品德教育課程」，並平日舉行的「建立孫兒價值觀」，都希望兩代家
長一起認識現代教養孩子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幫助孫兒父母三代共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

「呂幼」是一個教育團隊，要教養孩子走在真道上，當然要心志相同，上下齊心，彼此合一和配搭，所
以教職員同工的身心靈健康，對我們來說，是同樣看重。詩篇127: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教職員同工建立了以愛為根基的團契，
彼此連結和關懷。我們樂於開放生命被神的話語建立、更新和轉化；並且我們會依照神的話語作生命的中
心和準則去教養孩子。
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這樣說：「如今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因此我們期待透過神的愛，以生命影響生命。但

願我們每一位有份
在教養孩子路上的
你們，有從神而來的
使命，作服侍的根基
和生命的確據，緊緊
跟隨主的腳步，走在
蒙恩的教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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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團契

黃校長與中大導師喜相逢

高班故事演講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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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張榮尊老師：
參與「親密之旅」後，我發現對自己了解多了，更認識自己的

性格特質。另外，在這旅程中，我最大的得著是學習到如何與人建

立良好、甚至是親密的關係，提醒我要時常用欣賞的說話感謝身邊

的人。

羅美玲老師：
「親密之旅」課程令我獲益良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微妙

的，彼此之間良好的溝通和聆聽是一道橋樑。當大家觸碰到對方的

弱點或痛處時，便立即啟動防衛機制，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因而斷

絕與那人之間的聯繫。此課程卻教導人們學習以「愛的語言」進行

溝通，並鼓勵你嘗試以溝通的技巧解決衝突，與人修復關係。此外，

最大的得著是學習到「傾聽就是愛，了解中有醫治」。

陳靜宜老師：
在暑假期間，我們一班老師有幸

參與「親密之旅」的培訓。過程中，

不但我們心靈成長上帶來裨益外，還

有就是我們將所學得的應用在教學

上，以及融會在日常生活中。當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們老師之間互

相存款，用愛的語言互相勉勵，從而

更認識對方的內心的深處。另外，最

令我發人深省的就是探索原生家庭對

一個人的成長影響，從而反思到我們

幼兒成長的原生家庭對他們日後品格

的塑造，以及價值觀的建立帶來重大

影響。因此，十分鼓勵作為家長的你

們踴躍參加「親密之旅」！

親密之旅培訓課程
在八月時，老師們進行了一個特別

的培訓，就是「親密之旅」，一個自我

成長及提升人際關係的課程。課程教材

由美國西北大學黃維仁博士特別為華人

設計，透過在支持群體中的分享學習，

於處理兩性衝突、如何溝通、在親密關

係中自我成長、發展健全人格等，都有

極大的幫助。

手拖手，眼對眼，一齊來學習存款！
將讚賞與感激送給對方！

她們在做甚麼？只要報名參加「親密之旅」的課程，就會知道。

老師們好認真分組討論，
彼此分享成長的經歷。

學習從原生家庭裡認識自己，
更掌握建立親密關係的秘訣。

多謝Joey老師和Stone老師悉心和耐性的教導！我們會經常練習及實踐，繼續學習如何去愛。

關係修復十大步驟，「對不起」
由我做起！關係修補更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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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及福音工作

爸媽加油站

暢聚坊

孫兒品德教育課程

三年循環的主題家長講座：「管教篇」、

「情緒篇」和「關係篇」，學校盼望在短短三

年裡與家長一起同行和學習，有更好的裝備來

教養我們的孩子。

藉著一個輕

鬆愉快的平台，

讓家長能聚在一

起，分享生活的

點滴。

我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畢業了！延續上年

度下學期舉辦的「建立孫兒價值觀」，（外）祖

父母們努力繼續在孫兒品德教育課程有不同的學

習，認識現代孩子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並且作為

至親長輩，學習如何幫助第三代建立良好品德，

得著一個美好的成長。

莫江庭牧師有趣生動地教導家長們夫婦之道，
大家都獲益良多！

親密的夫婦關係，營造喜樂的家庭就是給孩子
最好的禮物。家長們都聽得津津樂道呢！

遊戲勝出，Yeah！要有好好
的溝通先能夠完成任務！

有家長預備愛心小食。又玩、
又食，又可以學習！

分組討論做爸爸媽媽的甜酸苦辣。
一齊學習透過玩具和遊戲進入孩子的心，與孩子連結。

在畢業禮表演所學習的詩歌《我要向高山舉目》。

祖父母一同
遊戲中學習。

我們畢業了！更參與教會舉辦的
長者聚會，守望同行。

彼此分享食物，一起歡聚。大家分享參與課程的
深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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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只是上學數月已參與了不少學校的活動，由9月的適應週至12月的報佳音活動，內容多姿多彩，
幼兒愈來愈投入快樂的校園生活。

適應週 報佳音

校園活動剪影—幼兒班

幼兒班活動

幼兒班校園生活

記念耶穌的降世！

聖誕齊來報佳音！

聖誕快樂！

檸檬很酸喔！

我愛玩英文遊戲！

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唱歌。

印圓形真有趣！

我在介紹我的家！

媽媽和我一起吃茶點！

嗅一嗅是什麼味道呢？

做做熱身運動。

中秋節快樂啊！

我們畫了長長的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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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升上K2已六個月了！校園的生活真是有趣，令我們很喜歡進行不同的活動，一起學習，一起遊戲，
真開心！

校園活動剪影—低班

一起扮演聖經中人物。

和哥哥一起玩花燈。

跟同伴一起玩燈籠，真愉快！

齊來分享我的分享集。

演繹拔蘿蔔的故事。

我們的白菜何時長大呢？

我們在認真學習刷牙。

我們在扮演牙醫！

我們參觀了陽光笑容小樂園。

我們一起製作美勞蛋糕圖工。

平台吹泡泡。

這是爽脆的蘋果。

中秋節的花燈真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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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校園生活
幼兒在多元的環境下，進

行不同的探索和延展活動，如：

包餃子、火箭升空實驗、油份

大測試等，激發幼兒的學習動

機及發展他們的無限潛能。

高班小學體驗
除了精彩的校內生活

外，高班會到不同的小學進

行參觀及體驗活動，讓幼兒

了解小學的環境及設施，為

升小學作準備。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校園活動剪影—高班

我們一起製作茶壺！

寄信給最愛的人！

嘩！原來食物內含油量是十分多！

泡茶實驗很好玩呀！

齊來研究紅米和白米！

自己做的餃子最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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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品德教育計劃」，我們以聖經真理作基礎，以多元化的形式，培育孩子九種聖靈果子特質的

內容，新一年，你知道我們學習哪些聖靈果子的特質嗎？

禮貌大使
培養幼兒以禮待人的態度，與他人分享成為禮貌大使的感受。

早、午會
及生日會

透過詩歌、故事和口號，

讓幼兒認識及實踐品德教

育內容。

品德之星
推動幼兒在校內實踐品德主題的指標

品德親子記錄冊
學習每個聖靈果子特質後，也會配合親子記錄冊，讓幼兒能在家中實踐

品德主題的指標。

值得一讚
多欣賞校內不同範疇的人和事，

以行動讚揚一切好人好事。

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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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會
聖誕佈道會2019 —「起」「落」家庭得喜樂

每年在聖誕節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都邀請全校家庭一起歡度佳節。透過詩歌、聖經信息、幼兒表演，

期望我們每人都能感受到，耶穌降生的這份愛，更明白到神讓「起」「落」家庭有從神而來的喜樂。

家長敬拜隊 上午及全日低愛班

下午幼兒信班、

下午幼兒望班

上午及全日幼愛班

下午低信班、下午低望班

耶穌基督降生，「萬國齊來歡呼」！

明白天父對我們的愛，人人都能「歡笑感恩」！

感謝家長敬拜隊以詩歌讚美榮耀上帝！

「願你知道」，基督豐富的愛。

「我要向高山舉目」，就知道幫助從神而來。

希望每位參與者，都一起加入「小孩的讚頌」。

上午幼兒信班、
上午幼兒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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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見證 信息分享

上午高望班、

下午高望班

下午高信班、
全日高愛班

畢業生家長莊廣豪弟兄（莊植兒爸爸）及
鄭玉恩姊妹（黃凱盈媽媽），跟我們分享認識

上帝的生命故事。

當你接受耶穌成為救主，你就有耶穌的「愛心DNA」。 有主在我家，「風吹雨打不用怕」。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香港聯會總幹事范國光牧師
及旺角浸信會陳明泉牧師為我們的主題作信息

分享，讓我們有認識上帝的機會。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讓讚美的聲音跨過黑暗。 「我的家要榮耀主」，活出愛、活出生命。

上午低信班、上午低望班

上午高信班

9



駐校社工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保護兒童會「童心童FUN」駐幼兒學校社工隊的

社工張鳳仙姑娘，很開心可以來到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的大家庭。

9月，我第一天來到學校，就感受到學校充滿「愛」的氣氛。校長、主
任及不同的老師十分關心小朋友，臉上掛著笑容、伸手迎接每一位回到校園

的孩子，給他們愛的接觸，讓孩子感到安心。我也深被溶化，能夠來到這校

園，我感到很榮幸。在校園工作的日子，我將會與學校攜手合作，提供不同

類型的活動予小朋友及家長。現時，我主要負責家長「暢聚坊」及家長學堂

活動。過去「暢聚坊」活動「愛浸家長．齊歡聚」及「親子遊戲自療」得到

不少家長的支持，活動中我們一同玩遊戲，一同分享做父母的樂與苦，彼此

支持，成為同路人。除此以外，我亦會支援個別有需要的幼童及父母，需要

時為幼童進行遊戲治療輔導及為家長提供管教資訊。我逢星期一及四會在學

校，歡迎大家與我閒談及分享育兒心得，一同交流照顧及培育幼童的資訊。

張姑娘小檔案︰
張姑娘從事幼兒及家長工作已有6年之久，

曾分別進駐5間幼稚園／幼兒園，經驗豐富。
張姑娘對幼兒工作充滿熱誠，期間會不斷進修、
學習新知識，藉此加強專業領域。修畢的課程
有︰遊戲治療、藝術治療應用、靜觀認知治療
應用、嬰兒按摩導師、專注力及社交訓練證書、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相關訓練課程、教兒樂家長
訓練導師培訓等。
近年，張姑娘更榮升為姑姐，過著與姪仔

同住的生活，每天樂趣多多，與此同時深明為
人父母的艱辛。

社工服務

班房投票時間！

帶領校內教師團契進行刺激熱身遊戲 暢聚坊「愛浸家長齊歡聚活動」分享

暢聚坊「親子遊戲自療」
角色扮演練習

暢聚坊「親子遊戲自療」活動

家長學堂

10



主席心聲
各位好！我是全日高愛班何恩熙爸爸—何家肇

(Vincent)。在此，多謝各位家長，積極於2019年10月
16日投票選舉，選出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12位家長委
員代表，為學校、老師及家長服待，做點工作。而我
亦十分榮幸，得到學校及家長委員的推選，成為第
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藉此，多謝各位委員的支
持及愛戴。
今年第三年做家教會委員，

坦白講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擔當主
席這個崗位。當初第一年嘗試做
家教會候選人開始，其實都是本
著對學校的一份「情」，來學校
「執頭執尾」出一分力。在我心
目中，呂郭碧鳳幼稚園是一所充
滿基督樣式、充滿愛的學校。在
這裡有很多生命見證，有許多上
帝的恩典。盼望，大家在這裡都
能夠感受到。謝謝大家。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何家肇

副主席心聲
轉眼間，幼女已在呂郭碧鳳幼稚

園升上低班，而我也即將在家長教師
會服務第二屆了。於這年間，社會出
現了一些不安的氣氛，學校也發生了
一點變化。盧校長於舊年榮休，黃校
長也隨即接棒，新的家長教師會委員
已經選定，亦會於十二月正式就職。
舊年以新人身份加入家長教師會，與學校及其他委員合

作，學會了很多事情。經過這一年的家校工作，雖然付出方
面談不上甚麼，但是回報卻很大。我一直很喜歡小孩子，特
別是看到他們天真地笑的時候。當想到自己以家長教師會委
員的身份，配合校方的大力協助，原來也可為小孩子籌辦一
些活動，讓小孩子能學習一些事情，或無憂的嬉戲一天，內
心其實是有一種莫名的安慰。
今年我將會繼續為家長教師會服務，除了希望能得到各

位家長的支持，也更希望能如往年一樣，為小孩子提供不同
種類的活動，令孩子們有愉快的一年。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黃澤林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於11月5日順利完

成，就職典禮及頒發委任狀於12月7日聖誕家長
佈道會中舉行。

家教會協辦活動

新一屆委員名單
幼兒班委員（4席） 低班委員（4席） 高班委員（4席）

全幼愛 刁肇賢、刁肇鋒家長
文書：李安琪女士

下低信 張文山家長
司庫：陳甜儀女士

下高信 方正家長
聯絡：方梓然先生

上幼信 鄧思睿家長
康樂：潘安儀女士

上低信 吳靖妍家長
康樂：吳廸勛先生

下高信 劉向山家長
康樂：林智慧女士

上幼信 殷梓傑家長
總務：殷志偉先生

上低望 黃因同家長
副主席：黃澤林先生

全高愛 潘邇煦家長
文書：陳湘如女士

上幼信 歐陽青家長
聯絡：朱惠儀女士

全低愛 李梓安家長
聯絡：易健紅女士

全高愛 何恩熙家長
主席：何家肇先生

校方委員：

黃妙玲校長（顧問）、陳紫琴主任（副主席）、

劉安妮主任（司庫）、林嘉儀老師（康樂）、 
張雁瑜副主任（聯絡）、林美婷老師（總務）

家長教師會

各位候選人大合照！

取用舊校服

大家踴躍投票！班房投票時間！

宣明會助養計劃 賣旗日

11



莫江庭牧師
幼稚園校董及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的校訓是「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這也是教會強調全人教育應該由母腹開始。
由於幼稚園和教會有著相同的理念，因此教校合一在實踐上遇到的困難便顯著地減
少了。在幼稚園方面，校長率領著教師團隊在德、智、體、群、美及靈六育上給孩子提
供專業和愛心的教導，以致幼稚園在香港獲得絕大多數幼兒教育工作者的讚譽和家長們的
信賴。聖經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詩127：3）由
於教會秉承聖經的教導和確信孩子的健康成長與家庭教育是至為重要及不可分割的，因此教會
為幼稚園學生的父母和家人開辦一些鞏固婚姻關係和家庭健康的課程和講座，如「爸媽加油站」、
「孩子價值觀」、「品德教育」及「伉儷組」等。事實上，有不少家長透過幼稚園的福音工作和教
會的聚會而重返教會和相信主耶穌呢！
「教校合一」是幼稚園學生和家長認識主耶穌最有效的方法和不可或缺的組合。幼稚園和教會經

過多年的歷練和無間的合作，確實結果纍纍及榮神益人。日後，教會將會投放更多資源在幼稚園的福
音禾場上和實踐主耶穌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
19-20）

盼望你一起加入教會大家庭！

教會資訊
「教校合一」的反思

校訓：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透過兒童主日學和兒童

崇拜，我們希望培育兒童從

小學習敬拜、感謝、讚美神；

也從認識神的過程中、學習

在生活每一件事依靠祂；在

群體學習彼此相愛、合作、

培育健康的人際關係。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一同唱詩歌讚美神！

故事後，做一件「約瑟的彩衣
」

慶祝教會立堂5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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