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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家庭中的成員、物件和事情之間的彼此互

動，是影響着對孩子的認知和成長發展。這樣，「家」是孩子學習的萌芽地。 

    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及精神治療師，擅長於家庭動力學(Family Dynamics)的羅樂

德(Dorothy Law Nolte)最廣為人知的幾句話：

    「若孩子活在批評中，只懂批評別人；若孩子活在嘲諷中，只懂待人腼腆；

若孩子活在羞恥中，只懂凡事內疚；若孩子活在寬容中，學懂保持耐心；若孩

子活在鼓勵中，學懂自信表現；若孩子活在讚賞中，學懂欣賞別人；若孩子

活在公平中，學懂正義公正；若孩子活在安全中，學懂勇敢信念；若

孩子活在認同中，學懂欣賞自己；若孩子活在接納及友善中，學懂

世上尋愛。」以上發人深省的幾句話，正正讓我們知道孩子全人發展

的過程中，家長擔當著關鍵角色啊！

    《禮記．大學》中提到的「身修而後家齊」：意是指我們要修養自身

的品性後，才能管好家庭；自己若能好好經營人生，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經

營好了。所以家長如能先明白如何管理自己，作兒女

的好榜樣，就能管理好家庭。夫婦相處和睦融洽，遇

到困難能彼此合作互諒；家庭氣氛和諧，就能讓孩子

在安穩和諧的環境裡，更得力地成長了，如聖經以賽

亞書30章15節中提到「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本校的校訓源於聖經箴言22章6節「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本校盼望能與家長一起在教養孩子的路

上同行，共同的教育方向，彼此合作攜手帶領孩子走當行的路，讓他們快樂健康成

長，有着光明的人生。

    2022-2023學年開始，學校推動「愛家庭．愛家人．由我做起—家長學堂獎

勵計劃」。本計劃以分為四個家長活動範疇：「親子活動」、「義工活動」、「家長教育」及「與教會

合作的課程或活動」等。我們以特定的貼紙來獎勵回應家長為孩子的努力。而活動範疇則涵蓋：（一）

建立家長個人，如了解自己，情緒管理；（二）家庭教育，如了解配偶與子女、夫妻關係；（三）親子

關係，如教養態度與方法等。藉著參與這個計劃，

家長有機會與孩子一同學習及進步，也能強化父母

的角色及取得相關支援，以促進孩子的身心健康。

我們盼望家長積極參與上述不同的家長活動，終身

學習並成為孩子的榜樣。家長，你們每付出一分的

時間或一分的努力，同時是對孩子「愛心存摺」增

添了十分愛！

                黃妙玲校長2023年1月

愛努 分分 力 , 十一
親識通訊親識通訊  

第61期第61期

2023年1月2023年1月

黃校長與綵排短劇中的家長合照黃校長與綵排短劇中的家長合照

黃校長與山渣樹先生黃校長與山渣樹先生

禮貌大使禮貌大使，，你們真棒！你們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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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K1校校園園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K3K3校校園園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K3K3校校園園

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體驗活動體驗活動——模擬嬰兒模擬嬰兒

與朋友一起合力拉豆袋與朋友一起合力拉豆袋

感謝消防員的到來感謝消防員的到來

我們製作手指畫我們製作手指畫看看誰的嗅覺最靈敏看看誰的嗅覺最靈敏

這是消防員的防火衣這是消防員的防火衣

大家來欣賞美麗的絹扇大家來欣賞美麗的絹扇

體適能平衡耐力大測試體適能平衡耐力大測試

我們是安全小司機我們是安全小司機

點點點的健康食物點點點的健康食物

我們喜歡熊貓扇我們喜歡熊貓扇

幼兒班適應週幼兒班適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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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K2校校園園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K3K3校校園園

活活動動剪剪影影

屋頂實驗真有趣屋頂實驗真有趣

我們一起來做好朋友我們一起來做好朋友

我們是安全小司機我們是安全小司機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
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
und

我們設計的髮型多可愛我們設計的髮型多可愛

玩具屋裡有爸爸和媽媽玩具屋裡有爸爸和媽媽

看看小幼苗長出來了看看小幼苗長出來了

訪問主任的工作訪問主任的工作

說說五官的普通話說說五官的普通話

用書包模仿胖胖的身體用書包模仿胖胖的身體 我們成功合作拼砌生字我們成功合作拼砌生字

齊來拔蘿蔔齊來拔蘿蔔

努力地合作拼砌金句努力地合作拼砌金句

歡迎光臨健康餐廳歡迎光臨健康餐廳

奧福音樂活動奧福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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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主題

生日會生日會

9月份9月份

生日帽子派對
生日帽子派對

11月份 11月份 

童話世界童話世界

10月份10月份
繽紛的小鞋子
繽紛的小鞋子

用力把大球推出去用力把大球推出去 我們都有特別的帽子我們都有特別的帽子

看看我們有趣的打扮！看看我們有趣的打扮！

尋找鞋子真好玩尋找鞋子真好玩

大家打扮成不同的角色大家打扮成不同的角色

鞋子障礙賽GO!鞋子障礙賽GO!

你喜歡哪一頂帽子？
你喜歡哪一頂帽子？

我們的裙子漂亮嗎？我們的裙子漂亮嗎？
你猜猜我們在你猜猜我們在
扮演甚麼角色？扮演甚麼角色？

看看我們的鞋子看看我們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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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子旅子旅行行

樂樂
融融融融

K1K1

K2K2

K3K3

我與家人頭碰頭我與家人頭碰頭

身體對對碰身體對對碰

小球快來了小球快來了

紙球大戰紙球大戰 一起製作火鍋一起製作火鍋

創意無限的動作創意無限的動作

齊心合力傳傳球齊心合力傳傳球 同來跳舞做熱身同來跳舞做熱身放紙飛機真有趣放紙飛機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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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繪本閱讀工作坊」目的是讓家長認識繪    「家長繪本閱讀工作坊」目的是讓家長認識繪

本、認識選書原則、學習說故事和提問技巧，透過學本、認識選書原則、學習說故事和提問技巧，透過學

習共讀繪本，盼望能給予孩子面對未來的能力，並創習共讀繪本，盼望能給予孩子面對未來的能力，並創

造美好的親子快樂時光！造美好的親子快樂時光！

    工作坊共有四節，包括：「好繪本，如何好」、    工作坊共有四節，包括：「好繪本，如何好」、

「大人也喜歡的繪本」、「拿起繪本來共讀」、「繪「大人也喜歡的繪本」、「拿起繪本來共讀」、「繪

本與生命教育」。本與生命教育」。

「家
長繪本

「家
長繪本閱讀閱讀工作坊」工作坊」

    大家好！我是駐校社工黃嘉雯姑娘。我十分高興今年能

夠加入愛群道呂郭碧鳳幼稚園的大家庭，與各位家長及小朋

友相遇。在短短數月的時光裡，我逐漸跟家長和小朋友建立

關係；而家長們的積極投入活動和孩子可愛的臉容，更是我

重要的工作動力。

    培育孩子並不容易，家長在教養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

不同的難關在跌跌撞撞中摸索適合的管教方法。每一位幼兒

都是獨特的，同一套的管教方式未必適合每位幼兒，父母偶

爾在管教或照顧上需要同路人的支持，讓自己重新獲得力

量，愉快地見證小朋友成長的過程 。

    我駐校的工作包括支援孩子入學時各方面的適應、舉

辦「暢聚坊」活動支援家長的管教需要、個案跟進、兒童

遊戲輔導、甚至家庭探訪等等。只要我們一起同行，給予

耐心和正向的管教，便能為孩子創造一個健康和正向快樂

的成長環境！

    若家長們有任何管教育兒、生活經濟等方面需要支

援，歡迎與我聯絡，我們一同面對及分擔，一起為培育幼

     兒的道路上提供養份。

駐駐校校社社工工

服服務務介介紹紹

黃嘉雯姑娘黃嘉雯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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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工作工作

家長暢聚坊家長暢聚坊

輕鬆愉快、學做父母
輕鬆愉快、學做父母

齊來玩、齊來學齊來玩、齊來學

管教技巧So Easy管教技巧So Easy

彼此同行，更有信心
彼此同行，更有信心

10月份10月份
繽紛迎新日
繽紛迎新日

12月份 
12月份 

與你有約
與你有約
在聖誕在聖誕

駐駐校校社社工工

服服務務介介紹紹
11月份11月份

你是哪一類型
你是哪一類型

的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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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教育主日」於11月13日主日進行，教職員、家庭、弟兄姊妹聚首

一堂，一同參與崇拜，盼望透過教育主日，一同反思教育的意義與承擔。

家長得著：最有幫助的金句是「說話少啲、慢啲、溫柔啲！」

讓我認識到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性，要肯定自己、接納自己不足

的地方，才能夠更好的陪伴孩子成長。
爸媽加油站爸媽加油站

教育主日教育主日

「PEACE和平育兒法	」講座「PEACE和平育兒法	」講座

「養育快樂孩子「養育快樂孩子，，由婚姻開始」講座由婚姻開始」講座

青少年敬拜隊大部份都是本校的畢業生呢
青少年敬拜隊大部份都是本校的畢業生呢

感謝教會對教職員的心意
感謝教會對教職員的心意關鎮威牧師證道《態度決定高度》

關鎮威牧師證道《態度決定高度》

教職員獻詩《沒有祢	那有我》教職員獻詩《沒有祢	那有我》
低班獻詩《歡笑感恩》低班獻詩《歡笑感恩》

黃校長分享福音事工發展
黃校長分享福音事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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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於10月28日順利完成，就職

典禮及頒發委任狀於12月17日聖誕家長佈道會中舉行。

新一屆委員名單新一屆委員名單
幼兒班委員（4席） 低班委員（4席） 高班委員（4席）

上幼信  張海琳家長

文  書：梁愛蓮女士

上低信  蔡學儒家長

聯  絡：樊倩婷女士

上高望  楊樂潼家長

聯  絡：謝諾芝女士

上幼望  陳芊彤家長

上高信  陳翰賢家長

聯  絡：余秀君女士

上低愛  郭浚揚家長

司  庫：何伊娜女士

上高愛  楊耀天家長

總  務：楊人偉先生

上幼愛  張梓睿家長

康  樂：林文燕女士

上低愛  余桃治家長

上高望  余泰治家長

康  樂：余國鈞先生

全高愛  陳貝兒家長

主  席：陳華輝先生

上幼愛  賴泓諭家長

文  書：賴永恒先生

全低愛  王佑齊家長

全高愛  王睿之家長

副主席：蔡麗文女士

全高愛  羅建洋家長

全低愛  羅阡睿家長

康  樂：羅家浩先生

校方委員︰校方委員︰
黃妙玲校長（顧問）

潘綺璇主任（副主席）

陳紫琴主任（司庫）

劉安妮主任（聯絡）

陳靜宜老師（康樂）

劉思敏老師（總務）

主席心聲
    各位家長，好榮幸可以在這次

通訊刊物中和大家分

享，我是第十四家屆長委員會的主
席Michael。感謝你

們的支持，我能夠為學校和各位家長
服務。

    本年度校園生活開始回復正常，
家教會的一班委員

都已經聚首一堂，討論了不同的活動
給各位家長和孩子

們，也會和學校溝通，通力合作，盡

各方面的能力去完成我們的使命。

    很快就已經在家教會渡過了三年

開心的日子，我也感謝校長，各位主

任和老師的幫助，將各個活動也能夠

順利完成。本人希望能在最後的一屆

中，舉辦更多不同的活動，使我們一

班家長和小孩子們有一個開心愉快的
幼稚園生活。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主席 陳華輝

副主席心聲
    各位家長，大家好！我是Queenie。衷心感
謝家長們支持，並委任本人為第十四屆家教會
副主席。過去兩年都受到疫情的影響，家教會
即使想舉辦活動，都受到很多限制。
    好感恩今年大家都開始可以慢慢回復正
常，家教會可以再次舉辦以往因為疫情而取消

了的活動，例如：舊校服回
收計劃、賣旗籌款等。
    感謝校方大力支援，家
教會今年將舉辦更多活動，
讓家長及孩子們有更多實體

活動參與，令大家有更多交流和分享的機會，
一同感受愉快，充實而又珍貴的校園生活。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副主席 蔡麗文

各位候選人大合照各位候選人大合照 委員合照委員合照

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議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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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同行 !無懼?同行 !
聖誕佈道會聖誕佈道會

家長敬拜隊帶領詩歌《耶穌他愛你所以有聖誕節》家長敬拜隊帶領詩歌《耶穌他愛你所以有聖誕節》、、《如此認識我》《如此認識我》

家長見證畢業生家長見證畢業生
潘早澤家長	潘早澤家長	
伍其慧姊妹伍其慧姊妹

感謝吳健暉牧師為我們分享福音信息以和愛感謝吳健暉牧師為我們分享福音信息以和愛
群道浸信會關鎮威牧師及陳秋容傳道回應群道浸信會關鎮威牧師及陳秋容傳道回應

上午及全日低愛班上午及全日低愛班——聖誕節的故事聖誕節的故事

上午及下午低信班上午及下午低信班——腳印腳印

上午及下午高信班上午及下午高信班——飛得更高飛得更高

上午高望班上午高望班——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上午及全日高愛班上午及全日高愛班——主愛在我心主愛在我心

上午幼兒望班上午幼兒望班——頌讚你Hallelujah頌讚你Hallelujah

上午及全日幼兒愛班上午及全日幼兒愛班——耶穌降生了耶穌降生了

上午及全日幼兒信班上午及全日幼兒信班——風吹雨打不用怕風吹雨打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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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家庭到校參與，透過不同的

攤位遊戲，一起歡度佳節，慶祝主耶

穌的降生，分享聖誕節的喜悅。
聖誕親子聖誕親子活動日活動日

~充滿祝福和愛的親子活動日~~充滿祝福和愛的親子活動日~

奇妙的聖誕節奇妙的聖誕節

主耶穌降生主耶穌降生

認識聖誕節認識聖誕節

閃爍幻彩印印樂閃爍幻彩印印樂

聖誕樂滿FUN聖誕樂滿FUN

聖誕祝福動物派對聖誕祝福動物派對

頌主愛相連頌主愛相連

尋找聖誕的意義
尋找聖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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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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22:6）

聖誕慶祝會聖誕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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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戴上聖誕帽唱出聖誕歌互相祝福也
我們戴上聖誕帽唱出聖誕歌互相祝福也

一起用詩歌敬拜感謝天父
一起用詩歌敬拜感謝天父

感謝家長義工為我們演出繪本故事《神奇的毛線》感謝家長義工為我們演出繪本故事《神奇的毛線》，，讓我們一起接受耶穌基督的愛和拯救讓我們一起接受耶穌基督的愛和拯救，，
也學習分享愛也學習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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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婷老師、黃麗容老師、楊婉儀老師 派發對象：本校家長 業界同工 公眾人士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