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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關鎮威牧師（愛群道浸信會堂主任、本校校董）

疫情肆虐重創全球經濟，也打亂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步伐。猶記得在新冠疫情尚未臨到本

港的日子，當時迪士尼樂園每天都會盛大舉行深受大小朋友喜愛的「飛天巡遊」。在長長的

巡遊隊伍中，你會發現有一輛繫上了巨大心型氣球的天鵝狀飛船花車由優雅的皇室人員引領

下緩緩前進，而四位最能代表浪漫夢想的美麗公主：白雪公主、灰姑娘、貝兒和睡公主，則

乘搭其上。

迪士尼深知道人人心中都有個《灰姑娘》的夢，尤其這個夢完全符合人們心目中享受

故事的公式：一個受盡壓迫的美麗少女，在仙子的幫助下，最終排除萬難獲得愛情、實現夢

想。事實上，《灰姑娘》曾經多次為迪士尼帶來生機，1950年動畫版的《灰姑娘》締造了八千五佰萬美金的驚人票房
成績，讓負債四百多萬的迪士尼從瀕臨破產邊緣起死回生，並再次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文化品牌企業。

親愛的呂幼家長們，每當你們向家中小朋友講述這故事時，有沒有

想過：究竟灰姑娘是靠著什麼，讓她從一個不起眼的少女一朝一夕變得

人人稱羨？她之所以能改變麻雀的命運，飛上枝頭變成鳳凰，靠的到底

是什麼呢？

沒有人會認為自己的人生應該受苦的，這種心態讓人遇見苦難時總

感到忿忿不平。灰姑娘的難能可貴正在於她的豁達人生觀，她總是甘之

如飴地生活。試想，若她一面做家務、一面有著發不完的牢騷，固然情

有可原，但恐怕已難討人憐惜。王子邀舞不單是因為美麗時尚的服裝造

型或璀璨奪目的玻璃鞋。灰姑娘之所以美麗吸引是由於她的氣質而讓她

出眾。舞會中必定不乏貴族和公主，但氣質卻不是能夠假裝出來的。

若我們以為灰姑娘之所以能吸引王子是因玻璃鞋合腳或鞋款好看，就

大錯特錯了。一邊清潔地面、一邊快樂唱歌已是經典畫面，而且，她

還一邊地微笑。《灰姑娘》的故事引人入

勝，是因為她對苦難的寬容開朗態度。

這個故事與聖經的教導有共融之處：神原本給了世人美好的生命，但由於罪的出現介

入造成破壞，有人被引誘，但亦有人甘願過著分別為聖潔的人生，從而能夠經過試煉而發

展出更美好的生命。的確，當基督徒人生中需要受協助、遇有必要搭乘「馬車」的時候，

神便會施恩使「南瓜」變成「馬車」。

面對疫情、逆境確實不容易，人生路途有時會遇見到重重關卡，

這時你我需要借助源源不絕的愛心、信心及勇氣來面對難關。主耶穌

是真理、道路、生命，更是愛的根源，當認清祂，即使前方的道路似

是看不清、崎嶇難行，甚至要繞路改換走向一條未知的道路，然而神

是愛，朝祂所指引的方向而走，心中有愛、眼中有光，必能步向康莊

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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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幼兒班幼兒能回到學校上

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們很快便適

應校園生活，非常投入參與各種的活

動，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更認識了

許多新朋友，不再是哭著上學的小寶

寶了！

一起來玩音樂遊戲吧！

我們可以用腳踢呼啦圈前進。
道路安全齊遵守。

體能遊戲真好玩！

一起來探索皮球的彈性！

一起下棋樂趣多。

齊來玩接龍遊戲。
我們扮演不同國家的人打招呼方式。

我們來分辨衛生常識的對與錯。

音樂遊戲樂趣多！

扮演小醫生真神氣！

我們是會把水變顏色的小魔術師！

我們在分辨胎生和卵生動物。
我們在穿手鏈數數遊戲。

我們在做科學實驗記錄！

在疫情逐漸放緩下，漸漸增加面授

課堂的時間，低班幼兒也很珍惜每項活

動。幼兒在不同的活動中展現出積極的

態度，並體會到群體生活的喜悅，可見

他們十分喜愛投入校園生活。

轉眼間，高班幼兒快要畢業了。

雖然相聚的日子不多，但他們在幼稚

園的生活仍多姿多彩。他們天天與同

伴一起學習、一起遊戲、一起成長，

為彼此留下美好的回憶。

校園活動剪影

幼兒班校園生活

低班幼兒校園生活

高班幼兒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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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小寵物。

我們把積木疊得很高呢！

我們在認真地做體能遊戲。

瞄準！發射豆袋！

找找看！哪一個是柱體？

麵條大探索。

齊來做「病菌手印畫」圖工。

分享我們去過的商店。

合作傳球大成功！

找找看！「醫生」字卡在哪裡？

我們合力擺動美麗的彩紅傘。 筷子夾豆無難度。

我們找到圓形了！

我們在玩接續數數教具。

幼兒班校園生活

低班幼兒校園生活

高班幼兒校園生活

我們扮演小鳥在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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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創意無限，透過欣賞畫家—蒙特里安的作品，激發幼兒對三元色及黑白線條等元素的想像。配合各級幼

兒的能力下，老師讓幼兒把自己在名畫中的觀察展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各級幼兒的作品不單止展現了不同層次的藝術技

巧，更呈現了每一位幼兒獨特的創作意念。完成創作後，學校舉行了作品展覽，除了讓幼兒學習欣賞自己的作品外，也

學習欣賞別人的作品，從而豐富幼兒的創作思維，培養欣賞美藝作品的態度。

美藝活動—蒙特里安名畫欣賞

我們的創作過程

我們的作品

我們在展覽中欣賞別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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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明白真道，領

受救恩，更希望分享這份永

生的盼望和基督的愛。透過

兒童復活節慶祝會，我們一

起慶祝耶穌基督的復活，更

一同學習傳揚天父奇妙的作

為。分享救恩、分享愛。

聖經羅馬書8: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雖然未能實體相聚，學校與教會上上下下一同準備復活節親子
佈道會，希望透過福音魔術、信息分享，讓我們能明白耶穌為我們過犯被釘十架，勝過罪和死亡。

透過詩歌、金句、故事，無

論在家學習、實體上學，我們都

一起認識主耶穌的能力和奇妙。

復活節佈道巡禮—發現愛

發現愛……奇妙

發現愛……得勝

發現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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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透過各個活動推動正向教育，校長和老師發揮樂觀、愉快和互愛的精神，致

力發掘、培養和發揮幼兒的內在潛能，讓幼兒對學習及待人持正向態度，共同建立學

校的正向文化。

校長、主任一同參與廣播，為幼兒獻上感恩禱告。 幼兒透過廣播向全校分享感恩事項，感謝身邊的人、事、物，充滿感恩之心。

我們運用不同的方法感謝感恩對象，與同伴一起介紹和分享。

正向教育

感恩小電台廣播

課室分享：感恩小電台卡及行動記錄紙

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之共同備課會

老師共同研究和商討，為幼兒創設豐富的體驗式活動，從活動中推動正向文化。6



《親子繪本閱讀樂》

駐校社工以網上ZOOM及實體家長活動形式，支
援家長不同的需要，包括：介紹五種愛的表達方式促

進親子關係、分享舒緩情緒的方法、以手工活動關愛

自己的需要及支援家長有關升小一的資訊等等。

在人生中，我們每人都需要愛，也必須學習愛。愛情關係是人

一生中最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讓我們療傷，滿足最深的心理需求，

達到最有效的成長，得到最大的幸福。「傾聽就是愛，了解中有醫

治。」當我們願意去愛，去標明別人的善意和長處時，就看見了上帝

慈愛的面容。《節錄黃維仁博士》

《 心 靈 加 油 站 》 以
zoom形式支援親子
的精神壓力。原來除
了做運動或其他放鬆
活 動 ， 吃 對 的 食 物
都能有助舒緩負面情
緒，例如香蕉、牛奶
等。大家記住呀！ 

《父母的力量：溫柔愛自己》家長
們一起體驗「和諧粉彩」的自療時
光，享受活在當下的me time！ 

疫情下，不論是否雙職父母，在教
養路上都面對很大的挑戰。家長們
一起聚首，互相分享為人父母的難
處，並獲得很多共鳴及支持鼓勵。 

為本屆高班家長舉行的《升小一分
享會》，邀請舊生家長分享過來人
經歷，強調「陪伴」、「以孩子需
要為先」的重要。活動令參與的家
長們獲益良多！ 

以「希望／盼望」
為題的家長作品。

柯恩希家長Noel：了解到每段婚姻
都不容易。大家都有不同挑戰，感謝有這

小組知道自己不是孤單面對。課程內容好

充實，豐富。讓我了解自己同伴侶有好多

的差別和想法。包括性別同成長背景的影

響。學習自我檢視以及包容，欣賞對方。

下學期分別舉行了四次的網上親

子繪本閱讀會。家長孩子們一起享受

在故事和閱讀的美好中，有歡笑、有

感動、有提醒、也有反省。從遊戲和

圖工的延伸活動中，一起發揮創意和

合作，動動腦又動動手！

家長教育工作

趙翊享家長Veeko：在
課程中，提醒了自己和伴侶

如何透過「存款」和「感

恩」練習去了解對方的情緒

和感受，從而昇華夫妻間嘅

感情同信任。過程中，要不

斷嘗試，甚至鼓勵對方一同

探討。把這些作為夫妻相處

的點綴。

葉柏嶠家長Eva：在「親密之旅」課
程中了解兩性的差異、以及自我與原生家

庭的影響。過程中練習具體的「智慧存

款」溝通表達方式學習欣賞對方的優點及

值得感謝之處從而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

好開心在過程中能夠與導師和同學之

間建立互信，輕鬆地分享在課堂上的學習

與感受。在各人分享過程中能夠認識更多

關係上的認知。

李榮峻家長：喺今次嘅親密

之旅嘅課堂中，我最深感受係了

解到……原來有啲事情我認為係唔

太重要嘅嘢，其實喺太太心目中係

好重要，甚至乎喺佢小時候已經缺

乏。通過親密之旅更加學習到所謂

嘅老夫老妻其實並不是認識時間長

而覺得好了解大家，而係要互相持

續不斷了解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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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孩子價值觀」及「建立孩子良好品德」課程

小組導師的話

學校不但著重培育幼兒，亦十分致力家長教

育，故此教會和學校多年攜手合作舉辦家長班，

分別是每年1-3月的「建立孩子價值觀」和4-6
月的「品德教育」。前者是與家長探討如何幫

助孩子建立健全的價值觀；後者是以聖經真理基

礎，讓家長瞭解孩子所學九個屬靈品格的內容，

並與其他家長一同學習，幫助孩子得到更美好的

成長。

原來自己不經不覺當了「建立孩子價值觀」及「品

德教育」家長課程的導師數年了。回想自己9年前也是這

兩個課程的其中一位參加者，當時覺得有很多家長互相

支持鼓勵，分享實用的經驗，更重要是讓我能學習及培

養孩子有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格，我很希望能將這

種感覺帶給每位家長、每個

家庭，這就是我當導師的初

衷。我很享受每次同家長們

的小組分享及代禱時間，亦

從家長身上看到他們的一份

堅毅，嘗試用不同方法去

教導孩子，更欣賞家長們

為了孩子願意犧牲周日休

息的時間去學習，這就是

愛！加油呀！我們一起努

力！天父愛您們！

課程導師更在建立孩子價值觀的最後一課，

為家庭了預備了一次親子定向活動，既有學習的

時間，更享受親子的快樂時光。

大家好，本人是呂郭碧鳳幼稚園畢業生的家長黃

俊南。作為孩子的父親也是孩子啓蒙導師的初哥，從
零開始學習不同的教養課程，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稱職

的父親，可以說是打開了人生新的一頁重新學習。而

大部分的外間的教導都比較側重於要如何讓孩子「贏

在起跑線」，只看見如何提升知識而忽略品格和孩子

的需要。

幸好，孩子進入幼稚園

後，學校舉辦的「建立孩子

價值觀」及「品德教育」家

長課程，課程給予我一個很

好的提醒，使我能重新思考

對孩子的品格和價值觀的重

要性。現在作為一個課程導

師，感恩能夠和大家分享孩

子成長的喜樂與困難。

黃俊南VERONICA

家長福音工作

《親子定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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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父母，我們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孩子從小便會注意我們的一舉一動，因此要以身

作則，做個好榜樣。

在建立孩子價值觀課堂中，我最深刻提及到父母需要全心全意和有質素地陪伴孩子成

長；其後在品德教育課堂中，也學習如何運用聖靈果子的九個特質，教導孩子正確人生觀，而

且提醒自己在生活中也會有不足之處，和孩子一起進步和改變，當中真的令自己獲益良多。

首先要多謝楊姑娘及倩倩姑娘安排今次家長課及兒童主日學給予呂郭小朋友及家長

們可於周日一同各自上課學習，對我來說實在是一次極珍貴的回憶。

透過參加「建立孩子價值觀」及「培養孩子良好品德」的家長班，讓家長們可以有一

個正確的方向去教養孩童，而且另一方面亦可知道學校正在推行哪一項品德教育，在日常

生活中同步與孩童分享，鞏固在學校所獲得的知識，對他們將來成長有很好的幫助。

藉著今次的課程，家長們可以好好檢視一下自己日常的言行是否一致？對孩子定立

的界線又是否家長們亦能遵守？對他們的承諾亦能辦妥？將心比己，信任是互相建立，

特別是幼童成長的階段，更加要建立互信及安全感，使孩童在成長路上有依靠。

感恩能成為呂郭的一份子，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大家互相鼓勵打氣！ 

低愛班 何玥澄爸爸

下低望班 伍冠霖媽媽

幼兒愛班 陳貝兒爸爸媽媽
感謝學校安排了兩個非常有用的課程給我們各位家長！在這個課程裡，可以透過主的說話，學

習到對孩子不同的相處方式，建立好良好的關係。課程裡更有不同的家長導師和我們分享不同的方

法，互相交流心得，教導我們各家長一些技巧。兒童也會透過主日學了解聖經故事，與不同的同學

一起唱歌做手工！如果下次再有這個機會，我們也會踴躍參加！

參加家長班，其實是很需要一家人的堅持和毅力！因應疫症及限聚令的關係，家

長班的課程改為網上交流，同時為了能讓家長專心上課，學校十分貼心地，開設線上

「兒童主日學」讓小朋友參加。

學校用心安排的一切，讓我感受到對每一位孩子「品格發展」的重視，在參與討

論的過程中，也讓我知道每個孩子的差異，去思考、反思對自己對孩子教育的方向，

每一次上完課，都會讓我更加欣賞和愛自己的孩子。也因為這個課程，讓先生固定會

在每週日，陪伴兒子上主日學，無意間增溫了父子之間的親子關係。

有這樣一個平台能夠接觸和學習，在每一次上完課後，滿滿被填滿愛的心，都讓

我們一家三口，更加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然後再在每一天，繼續踏實開心地前進。

參加了「建立孩子價值觀」及「品德教育」這兩個課程，沒想到我在這兩個課程的得著

是遠超過自己所想的。尤其是導師團隊的成員都是教會的導師，他們的小朋友都是在呂郭長大

的，對教養孩童都十分有經驗，在討論分析事件時都會設身處地去想，好多時都比到十分到位

的意見及提醒給我。另外，令我十分感動的是一次家居意外，我兩個小朋友都要緊急入院，令

我十分擔心。導師及家長們一齊ZOOM上堂時，幫我代禱之餘，更合唱了一首歌錄製後通過
WHATSAPP發給身在醫院的我，收到首歌十分窩心，亦得到很大的安慰。雖然短短十幾二十
堂，我深深感受到導師們都是真心真意將他們的經驗同每一個家長分享，而家長們都好樂於分

享自己的想法，當中好有共嗚，得到好多鼓勵，多謝各位！教養孩童不簡單，大家一齊加油哦~

幼兒愛班 王睿之媽媽

下低望班 李寶兒媽媽
作為父母，會希望孩子誠實、勇敢、善良，而我們是孩子

第一個老師，應如何培養他們有良好的品格？感謝學校舉辦了

「建立孩子價值觀」和「品德教育」這兩個課程，從不同的課

題，學習如何為孩子立界線、幫助孩子分辨善惡、對孩子放手

但不放任，其實最重要就是我們的身教。另外，還了解到孩子

在學校如何學習聖靈果子的九個特質，內容實用，有不同的生

活例子、影片等，讓家長了解和思考，而且每次課堂後都會有

小組討論和代禱，令我覺得在這條教養路上並不孤單，因有一

班導師和家長作為同路人，一起學習和成長。

我們同步設立兒童主日
學，讓大人、小孩，一同在主
裡學習、成長。

參與家長的心聲
上幼信 廖倬斳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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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我懷著期待的心情，開始新的事奉崗

位。當踏進愛群道浸信會，我想起許多往日情境……，

原來離開呂郭碧鳳幼稚園宗教主任之職，差不多三年之

久，歲月轉眼而過，昔日曾經與老師、學生及家長們的

相處，共度的每個珍貴時刻，還歷歷

在目，恍如昨天！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回到愛群

道浸信會大家庭服事，身份崗位雖有

別，但盼望在教校合作的家長活動

中，一起面對疫情中的挑戰，幫助更

多家庭明白天父的大愛，把握機會相

信主耶穌，同享永生盼望的福氣。

大家好！我是去年11月進入愛群道浸信會服

侍，在伯特利神學院完成神學裝備剛剛一年，真

是一位『新手』傳道人。感恩！神帶領我來到愛

浸家服侍長者及青少年群體，我

是很喜歡運動活動，尤其是籃球

及羽毛球。

我在觀潮浸信會信主成長，

轉眼已20多年，當中在不同的群

體中學習事奉，直至2016年進

入神學院全人裝備。盼望將所學

習到能好好運用，我們同心事奉

主、共建愛浸大家庭。

陳秋容傳道張潔賢傳道

愛群道浸信會新到任同工分享

愛群道浸信會兒童崇拜

隨著疫情漸漸穩定，教會

實體聚會也一步步恢復，孩子

的表現尤其興奮及珍惜，盼望

家長也可以帶孩子回來，一同

相聚、認識天父、實踐真理。

教會事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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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老師們也一同參與遊戲，更樂在其中

百變空氣棒：父母與孩子手持空氣

棒，輪流做出障礙物讓對方跨過。

拆彈專家：家長在地上向前滾動小
布球，孩子利用飛碟把布球蓋住。

家長和幼兒在家中，都積極參與活動

「遊戲」使人輕鬆愉快，是小孩子和大朋友都喜歡的活動。孩子在玩樂中能鍛鍊體能，也可以透過遊戲學習解難，

促進腦部發展。而親子遊戲能讓孩子和父母，在輕鬆愉快的遊戲過程中互相合作，增進生活趣味和聯繫雙方感情。

我校於3月6日舉辦了親子遊戲日，當天雖然以視像形式進行，但從畫面中，看見小孩子玩得興奮，家長玩得投入。
由於大家的反應都十分熱烈，於是在5月22日舉行第二次親子遊戲日，是次誠邀了家長教師會一同籌備活動，同樣帶給
大家歡樂和難忘的體驗。

親子遊戲日PART 1

親子遊戲日PART 2

孩子拋乒乓球，家長拿著器皿負責接球

合作利用身體或不同的小工具，把層層疊積木疊高
一同利用boom boom 棒運送氣球至終點

委員們用心設計了不同的遊戲活動
聽到音樂便圍著地上的壁報紙行走，當音樂停
止時，父母及孩子要同時站在紙上，而每個回
合都要把壁報紙對摺一半，以提升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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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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印人﹕黃妙玲校長    編輯委員﹕張雁瑜副主任  楊黎瑩宗教主任  黃麗容老師  羅美玲老師  楊秋雁老師    派發對象﹕本校家長  業界同工  公眾人士

年度 月份／日期 活動項目

2020
10月份 【網上選舉】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12月份 【愛．無懼】快樂聖誕影片分享比賽

2021

3月份

ZOOM 遙距教學，網上教師工作坊

【親子體適能活動—ZOOM網上視像】
2021年3月6日(星期六)

5月份

【親子遊戲日—ZOOM網上視像】
2021年5月22日(星期六)

【委員聯誼活動】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及校方委員

6月份
【助養計劃】—世界宣明會

派發家長教師會禮物—毛巾

7月份 資助全校學生結業禮禮物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報告

親子體適能活動—ZOOM網上視像
世界宣明會助養兒童計劃—捐款

委員大合照

教師工作坊—Zoom遙距教學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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