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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句諺語：「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決定了孩子的命運。」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影響生命成長，包括先天條件和後天的環境。不少研究指出孩子的樣貌、體格，來自先天條件基因；後天則源於

父母生活互動和榜樣。

我們相信基督教教育對建立健康的生命極其重要。因為神的本質就是愛，凡尋求祂的人，都能夠經歷從上而來的

真愛。愛能塑造父母的新生命，為子女樹立不一樣的良好榜樣。聖經指出：「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尋求他的人，這人

便為有福。」（詩篇119:2） 

教會一直致力與幼稚園合作，在星期日的上午，提供家長教育課程，以建立孩子價值觀及品德教育。一方面幫助

家長探索十個重要的人生價值觀議題，另一方面，與幼稚園學生學習九個聖靈果子的品格特質同步，家長班教導家長

認識聖經中的真理：「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5:22-23上）。由資

深導師及畢業生家長陪伴和帶領下，家長通過家長班，能了解自己的價值觀，同時學習如何施教。完成兩期的家長課

程後，對信仰積極尋求的家長更可以參與教會福音班，進一步認識福音。

教導孩子前，父母應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努力追求成長，與創造主結連，在靈性、情緒、美好的品格上，力求

進步，這樣滿有慈愛的神，必定幫助家長成為有心有力的父母。

我們在人生路上，需要良師益友鼓勵、安慰

和扶持，幫助面對各自的軟弱和限制。家長班或

福音班，皆創建了一個安全、被接納的空間，以

致全人成長。教會不少的畢業生家長就是家長班

或福音班最有力的見證人，期待更多的家長踏上

這蒙福之路，守護孩子、家庭和婚姻，這是神

創造的本意：人人能在家庭中享受美滿和諧！

「你們要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雅各書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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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園園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在自選活動時主動探索，與同伴一起操作和發掘新事物。在自選活動時主動探索，與同伴一起操作和發掘新事物。

在大堂協調四肢進行體能遊戲。
在大堂協調四肢進行體能遊戲。

在地面玩具角砌出不同造型的物品。
在地面玩具角砌出不同造型的物品。

在課室開生日會，參與集體遊戲。
在課室開生日會，參與集體遊戲。

在模擬角進行有趣的體驗活動。在模擬角進行有趣的體驗活動。

在平台駕車，勇於挑戰踏三輪車。在平台駕車，勇於挑戰踏三輪車。

在小肌肉角落中，進行精細的小手肌活動。在小肌肉角落中，進行精細的小手肌活動。

在音樂室配合奧福音樂進行律動遊戲。在音樂室配合奧福音樂進行律動遊戲。

幼兒班幼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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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豐富多彩的活動和遊戲，讓我們可以度過愉快的幼稚園生活！學校有豐富多彩的活動和遊戲，讓我們可以度過愉快的幼稚園生活！

教育主日 童心童唱活動
教育主日 童心童唱活動

上午低信班 米上午低信班 米

上午及全日低愛班 花上午及全日低愛班 花

衞生講座衞生講座

無障礙劇團劇場無障礙劇團劇場

下午低望班 有趣的麵條下午低望班 有趣的麵條下午低信班 香蕉下午低信班 香蕉

上午低望班 奇趣蛋上午低望班 奇趣蛋

專題講座及活動專題講座及活動

不同的延展活動不同的延展活動
透過不同的研習主題，讓

幼兒學習把搜集的資料向同伴

講解和分享。在討論中學習接

納大家的意見，彼此聆聽。

郊野公園講座郊野公園講座

低班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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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多姿多彩的活動，讓我們喜樂和愉快地成長，愛上學習。學校有多姿多彩的活動，讓我們喜樂和愉快地成長，愛上學習。

參觀香港海洋公園參觀香港海洋公園

體適能運動會體適能運動會

匯報單元學習內容匯報單元學習內容

體驗肢體傷殘人士走路體驗肢體傷殘人士走路

消防講座消防講座

欣賞「點」幼兒美藝作品展欣賞「點」幼兒美藝作品展

有趣的延展活動有趣的延展活動

高班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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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活動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普通話活動

課堂內，外籍英語老師及普通話老師均提供有趣味的語文活動，如：互動遊戲、故事及角色扮演等，讓幼兒在輕

鬆愉快的氣氛中學習第二語言，提升他們運用英語及普通話的會話能力和提升信心。

雙雙語語活活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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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繪本閱讀乃是本校由2020至2023年度的發展計劃。今年主要發展校本繪本課程，編排多元化教學活動，培養

幼兒閱讀的興趣，並提升幼兒的多元智能及共通能力。故此學校於下學期推行繪本延伸教學，透過不同的繪本名家作

品，並配合設計各類體驗活動，讓幼兒從經驗中學習，達致均衡及全面發展。

認識不同交通工具認識不同交通工具
幼兒投票選出最喜歡的交通工具，幼兒投票選出最喜歡的交通工具，
並運用不同的車進行車轆印畫，探並運用不同的車進行車轆印畫，探
索車轆的紋路。索車轆的紋路。

測試快與慢測試快與慢
幼兒運用不同斜度的馬路，測試斜度與速度的關係。
幼兒運用不同斜度的馬路，測試斜度與速度的關係。來做小司機來做小司機

幼兒參與建構和模擬活動，扮演乘客和小司機。幼兒參與建構和模擬活動，扮演乘客和小司機。

聽音樂、玩遊戲聽音樂、玩遊戲
幼兒一起合作，隨音樂運貨物和開火車。幼兒一起合作，隨音樂運貨物和開火車。

呂郭茶樓記呂郭茶樓記
幼兒在「呂郭茶樓」享受喝茶的樂趣。幼兒在「呂郭茶樓」享受喝茶的樂趣。

學學校校發發展展計計劃劃——繪繪本本計計劃劃

幼兒班：繪本活動 《小卡車兜兜風》幼兒班：繪本活動 《小卡車兜兜風》

高班：繪本活動 《漢堡包和叉燒包》高班：繪本活動 《漢堡包和叉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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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小蝴蝶扮演小蝴蝶
幼兒在音樂活動和模擬角中一同扮演蝴蝶的成長過程及飛舞的姿態。幼兒在音樂活動和模擬角中一同扮演蝴蝶的成長過程及飛舞的姿態。

小蝸牛小蝸牛
幼兒觀察小蝸牛的外型特徵，而且又可以欣賞牠慢慢爬行的姿態動作及吃東西的情況。幼兒觀察小蝸牛的外型特徵，而且又可以欣賞牠慢慢爬行的姿態動作及吃東西的情況。

立體蝴蝶立體蝴蝶
幼兒觀察蝴蝶的對稱花紋後，便製作一隻獨特的蝴蝶。幼兒觀察蝴蝶的對稱花紋後，便製作一隻獨特的蝴蝶。

音樂活動 點心歌音樂活動 點心歌
幼兒一邊唱點心歌，一邊扮演茶樓的小侍應和客人吃點心。幼兒一邊唱點心歌，一邊扮演茶樓的小侍應和客人吃點心。

創作獨一無二的茶壺創作獨一無二的茶壺
幼兒運用紙黏土搓出屬於自己的茶壺。幼兒運用紙黏土搓出屬於自己的茶壺。

低班：繪本活動 《很慢很慢的蝸牛》低班：繪本活動 《很慢很慢的蝸牛》

高班：繪本活動 《漢堡包和叉燒包》高班：繪本活動 《漢堡包和叉燒包》

77



感恩在疫情下教會為學校舉辦實體的聚會，讓何淑賢傳道為我們帶來美好的分享。感恩在疫情下教會為學校舉辦實體的聚會，讓何淑賢傳道為我們帶來美好的分享。

聖聖誕誕節節活活動動巡巡禮禮
聖誕佈道會聖誕佈道會——逆中有望逆中有望

兒童表演兒童表演

低班低班

幼兒班幼兒班

高班高班

童聲妙韻頌主恩童聲妙韻頌主恩 高聲頌讚主耶穌高聲頌讚主耶穌
歌聲讚美齊頌揚歌聲讚美齊頌揚

是祢是祢是祢是祢

動物齊慶賀動物齊慶賀 我是主的羊我是主的羊 願主愛圍繞你願主愛圍繞你

我們要去我們要去

每天要感謝每天要感謝88



因為主耶穌的愛，讓我們可以擁有盼望、分享喜樂！學校上下為幼兒設計不同的聖誕攤位遊戲，一起歡慶耶穌降生。

盼望中的喜樂盼望中的喜樂——聖誕活動日聖誕活動日

帶來盼望的君王帶來盼望的君王——兒童聖誕慶祝會兒童聖誕慶祝會

詩歌、遊戲《尋找失落的皇冠》詩歌、遊戲《尋找失落的皇冠》感謝《讀經會》團隊與我們歡渡聖誕感謝《讀經會》團隊與我們歡渡聖誕

布偶劇《誰人丟失了皇冠》布偶劇《誰人丟失了皇冠》 感謝君王耶穌的降生感謝君王耶穌的降生

一眾家長義工到校協

助活動進行，謝謝你

們滿滿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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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遊戲日集體遊戲日 幼兒參與不同的集體遊戲，享受群體生活的樂趣，勇於挑戰，一同遊戲。

幼兒班幼兒班
低班低班

高班高班

扑傻瓜扑傻瓜
我嚟啦！！！我嚟啦！！！

多多元元智智能能活活動動

大球推推看大球推推看
我們合力推一推吧！我們合力推一推吧！ 小漁夫小漁夫

展開大網捕魚。展開大網捕魚。

搶尾巴搶尾巴
看看我的尾巴多漂亮
看看我的尾巴多漂亮

猜雞仔猜雞仔
包剪揼變身做公雞。
包剪揼變身做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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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牌骨牌
紙磚骨牌排排隊。紙磚骨牌排排隊。

桌上遊戲日桌上遊戲日 幼兒透過桌上遊戲學習輪流按規則遊戲，

從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幼兒班幼兒班

海盜桶海盜桶
海盜什麼時候會彈出來？
海盜什麼時候會彈出來？

低班低班

Tumbling MonkeyTumbling Monkey
我們合力把猴子留在大樹上吧！我們合力把猴子留在大樹上吧！

圍爐火鍋圍爐火鍋
吃火鍋，真開心！吃火鍋，真開心！

高班高班

UNOUNO
1,2,3,4,5,6.1,2,3,4,5,6.

眼明手快眼明手快
你快還是我快？你快還是我快？ 1111



舞動影畫，一起跳舞。
舞動影畫，一起跳舞。

多元智能活動日多元智能活動日 幼兒透過各種有趣的遊戲及活動讓他們在愉快的學習中發展潛能。當

日活動包羅萬有，全校每個角落都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幼兒班幼兒班

低班低班

高班高班

多感官探索。多感官探索。

刺激的紙球大賽！刺激的紙球大賽！

放竹蜻蜓，它會旋轉呢！
放竹蜻蜓，它會旋轉呢！

膠袋捉風真神奇！
膠袋捉風真神奇！

紙皮自由畫，運用各種物料進行創作。紙皮自由畫，運用各種物料進行創作。

飲管承托力，齊心合力解決困難。飲管承托力，齊心合力解決困難。

紙皮自由畫，藝術創作展創意。紙皮自由畫，藝術創作展創意。

自由遊戲，新的遊戲方式。自由遊戲，新的遊戲方式。

手掌大印畫：藝術作品由我創。手掌大印畫：藝術作品由我創。

1212



百變服飾日百變服飾日 幼兒悉心裝扮成不同的造型，互相介紹、欣賞，投入角色

進行多個遊戲，校園充滿濃厚的交流氣氛，歡樂無窮！

低班低班——動物動物

高班高班
——食物食物

時裝表演：介紹自己特別的服飾。時裝表演：介紹自己特別的服飾。

欣賞故事話劇「小紅帽」。欣賞故事話劇「小紅帽」。音樂律動：一邊跳舞，一邊玩樂器。音樂律動：一邊跳舞，一邊玩樂器。

各人的造型都十分有趣，我們都很喜歡百變服飾。各人的造型都十分有趣，我們都很喜歡百變服飾。
欣賞故事話劇 欣賞故事話劇 
「魯拉魯小姐的草地」。
「魯拉魯小姐的草地」。

「食物王國大派對」「食物王國大派對」

不同食物，色彩繽紛，營養均衡。不同食物，色彩繽紛，營養均衡。猜猜我們是什麼食物？猜猜我們是什麼食物？

幼兒班幼兒班
——故事人物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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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也有不少父親積極參與家長活動，學近年也有不少父親積極參與家長活動，學
習管教技巧及認識親職協作的重要性；明習管教技巧及認識親職協作的重要性；明
白父親的角色在養育孩子成長上，是不可白父親的角色在養育孩子成長上，是不可
缺少的元素。缺少的元素。

年終數算恩典及相聚共享的時候。家長們用心年終數算恩典及相聚共享的時候。家長們用心
製作馬賽克杯墊，送贈家人。製作馬賽克杯墊，送贈家人。

為回應K2及K3家長的需要，本年再次舉行的為回應K2及K3家長的需要，本年再次舉行的
「升小一分享會」，邀請舊生家長分享過來人「升小一分享會」，邀請舊生家長分享過來人
經歷。讓家長明白以孩子需要重要，夫婦間在經歷。讓家長明白以孩子需要重要，夫婦間在
心理情緒上的配合同樣重要，活動令家長們獲心理情緒上的配合同樣重要，活動令家長們獲
益眾多！益眾多！

雖然受疫情及停課影響，但仍以不同形式支援家長的需要，活動包括：

*暢聚坊 相聚一刻

*暢聚坊 6A的力量：「塑造有品孩子」家長小組

*暢聚坊 愛．一直都在

*暢聚坊 升小一分享會(K2K3)

「建立孩子價值觀」家長班 「建立孩子價值觀」家長班 （1月至3月） （1月至3月） 

「增添父能量」講座「增添父能量」講座

「價值觀」是孩子成長最重要

的基石之一，能有專業和友愛的導

師同行，非常有幫助和感恩。
好開心能夠參與建立價

值觀這個活動，當中大家無

私地分享，獲益良多。

很 榮 幸 可 以 參 加 「 建 立

孩子價值觀」的課程。現今社

會太著重物質回報，忽略了天

父從聖經中告訴我們道德的準

則。在教育孩子的路上得到有

經驗的導師指引和同行，分享

不同有效的方法，使教育孩子

的時候更有把握，貫切校訓「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藉著真誠的分享、

討論，從而啟迪心靈，

提升品德修養，感恩有

你同行。

親職講座，不是媽媽的專利。當晚多位爸爸透過網上講座，一同學習父親對孩子們獨特的影響力，讓孩子一生都

記得爸爸和他快樂的日子，滿足子女成長的需要。

家家長長教教育育工工作作

透過遊戲、講解、示範和分享，學習如何陪伴孩子成長。透過遊戲、講解、示範和分享，學習如何陪伴孩子成長。

家長們寫下「父母應有的教養態度」，家長們寫下「父母應有的教養態度」，
包括耐性、健康的夫妻關係等等。包括耐性、健康的夫妻關係等等。

何迦勒家長 Candy何迦勒家長 Candy

曹劭政家長 Sophia曹劭政家長 Sophia

曾天毅家長 Phoebe曾天毅家長 Phoebe

招舜昕∕招舜翹家長招舜昕∕招舜翹家長
Felix & LindaFelix &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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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於10月29日順利完成，就「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於10月29日順利完成，就

職典禮及頒發委任狀於12月18日聖誕佈道會中舉行。職典禮及頒發委任狀於12月18日聖誕佈道會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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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幼信　秦翊斐家長

康　樂：蘇子茵女士

上低信　楊樂潼家長

康　樂：謝諾芝女士

上高信　簡弘珈家長

康　樂：薛巧盈女士
上幼信　郭浚揚家長

司　庫：何伊娜女士

全低愛　楊耀天家長

文　書：李玉蘭女士

上高望　鄧思睿家長

總　務：潘安儀女士
上幼信　蔡學儒家長

文　書：樊倩婷女士

全低愛　陳貝兒家長

副主席：陳華輝先生

上高望　歐陽青家長

主　席：朱惠儀女士
全幼愛　王佑齊家長

全低愛　王睿之家長

聯　絡：蔡麗文女士

全低愛　羅建洋家長

全幼愛　羅阡睿家長

聯　絡：羅家浩先生

全高愛　刁肇賢家長

全高愛　刁肇鋒家長

聯　絡：李安琪女士

家家長長教教師師會會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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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瑩老師（康樂）、 潘綺璇主任（聯絡）、張榮尊老師（總務）

大家好，我是本屆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Michael。

本人很高興可以在這一年裡為學校和各位家長服務，收

到了家長的不同意見，我們都也會專心去聆聽和向學校

反映出來。

時間過得很快，在上學期裡，很高興能夠舉辦了

不同的家校活動，為我們的孩子可以接觸更多親子的活

動，令孩子有不同的成長經歷。但因為第五波疫情的影

響，正準備得如火如荼的下半年活動也只能夠推遲。不

過疫情已經穩定了一點，我們一班委員也開始為下半年

的活動重新開始，也會在這個短短的下學期舉行，希望

各位家長也會踴躍參加。在這裡，希望疫情可以快點過

去，令我們的孩子回復一個完整的校園生活。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副主席

陳華輝

候選人大合照候選人大合照

幼兒班家長委員幼兒班家長委員

家教會代表分享

低班家長委員低班家長委員

高班家長委員高班家長委員

家長教師會會議家長教師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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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與學校攜手舉辦「親子新年利是封設計比賽」，透過活動讓家長及幼兒認識中國農曆新年風俗，

同時能享受親子創作的樂趣！

最具新年氣氛獎最具新年氣氛獎 最具設計特色獎最具設計特色獎

親子新年利是封設計比賽親子新年利是封設計比賽

獲獎名單：獲獎名單：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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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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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可兒老師  鄧翠珊老師  蔡肇行老師　　派發對象：本校家長  業界同工  公眾人士

司徒葆倫 上午幼兒望班司徒葆倫 上午幼兒望班 賴泳心 下午低信班賴泳心 下午低信班 麥俊豐 上午高信班麥俊豐 上午高信班

最佳親子合作獎最佳親子合作獎 最色彩奪目獎最色彩奪目獎

曾芊嵐 全日幼兒愛班曾芊嵐 全日幼兒愛班 黃海博 上午低信班黃海博 上午低信班歐陽青 上午高望班歐陽青 上午高望班 歐睿哲 上午高信班歐睿哲 上午高信班

郭浚揚 上午幼兒信班郭浚揚 上午幼兒信班李信穎 上午高望班李信穎 上午高望班 楊耀天 全日低愛班楊耀天 全日低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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