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Learning?” “Learning Life?” 「生活即是學習？」「學習怎樣生活？」

生活在繁榮都市的香港人，我們每天都過得像「輪子」般，不斷的追求，不斷的向前，重覆又重覆，為的是尋找「幸福」。但我們可

曾有想過「幸福」就在身邊？我們可有停下來去欣賞、去細味、去感恩？

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多年，不斷地都有家長提問：「怎樣才能讓孩子學得好、學得快、學得多呢？」「孩子頑皮不守規、不勤力、不專心，

可以怎麼辦 ?」…但我們可有反思過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呢？我們可有試過跟孩子過着同樣的生活？孩子是如何找尋模仿的對

象去學習生活呢？

親愛的家長們，「學習不是孩子的專利」，也是我們作為成年人應有的做人態度。人生的經驗往往是我們判斷事物的第一個考慮因素，

但我們可有提供機會，讓孩子自己去經驗，去學習新事物？

我們喜歡教育、喜歡孩子、喜歡跟他們生活，就正正是因為我們作為幼

兒教育工作者，每天都是生活在學習之中，縱然我們已是一群很有教育

經驗的老師，但仍然享受每天學習如何與孩子溝通及遊戲；學習如何從

他們的角度瞭解事物及思考；學習如何活得像孩子一樣，很小的事情

也可以樂透半天 ! 我們希望家長也嘗試跟孩子學習，懷著一顆「童心同

心」，與孩子們一起經驗：

「生活」就是不怕風雨；「生活」就是不斷的嘗試；

「生活」就是學習生活；「生活」就是愛多一點點！

轉眼間，已在本校

工作二十多年，感

恩有天父的帶領，

讓我有機會成為一

位老師，使生命添

上一份色彩。我和

小朋友的關係像「媽

媽」，也像「朋友」，

對他們教導和照顧，

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而每位小朋

友都有他們不同的特質，我會採用不同的

方法教導他們。有時候，小朋友會頑皮得

令我生氣，有時會乖巧得令我想擁他們入

懷，這些點滴，都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謝謝小朋友給我滿滿的愛。祝福每一位小

朋友都能帶著一張活潑的笑臉，享受快樂

的校園生活，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小怡副主任

在荃灣聖母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工作已二十年。回想起最初，心裏懷著又驚又喜的心情來

到這裏。面對着一個新的環境、一張張新的面孔、種種的新挑戰，心裏想著：「我能否

應付排山倒海的工作？」。開學不久，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帶著疲累的身軀回家。雖然

如此，我仍期待每天上課的時光。當看見兒童對知識的渴求，積極參與課堂活動時，心

裏暗暗湧動著一份喜悅和成功感，疲憊的身軀亦因此而增添力氣。最讓我感動的是看見

荃灣聖母幼稚園的老師對教學的熱誠，對學生的關懷。作為老師的我其實也是個學生，

學習怎樣與人相處，怎樣關顧彼此的感受。我希望永遠抱著終身學習精神，走向康莊的

教學大道。

少玲副主任

在天主的帶領之下，在荃灣聖母幼稚園已服務了

二十年了，學校的校訓是「愛誠智樂，榮主愛人」，

我一直相信「愛」能夠感染幼兒，以「誠」能夠感

動幼兒，為了孩子的一切，作為一位幼稚園教師的

我，願意付出我所能，認真照顧與培育每一位幼兒，

讓他們在充滿愛和歡樂的環境下學習不同的知識，

希望每一個幼兒在幼稚園三年裏渡過珍貴的每一天。

我更相信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們的孩子會是最耀

眼的那顆明星！

美儀老師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服務 2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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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聖母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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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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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喜歡探索，是主動的學習者，本園為配合幼兒發展需要，靈活

運用校園及課室不同環境，設計多個自選學習角，提供生活化、重

視不同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歷，幼兒透過活動學習如何計劃

進行遊戲外，他們亦會在活動區域自由走動，因應自己的喜好、能

力選擇不同遊戲，與人互動及交流，老師亦會賦權幼兒發揮創意及

表達意見，以提升幼兒創意及解難能力，最後幼兒透過團討彼此分

享學習成果，鞏固學習記憶。

我們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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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活動是以「學生發展為本」，希望倡導幼兒主動參與或樂於探究的精神，培養幼兒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透過不同的活動，

使幼兒能愉快地主動學習，進而學會創新，從中建構正確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老師在設計活動的過程中，透過與幼兒自由討論、

搜集資料、探索、創作和分享等，引導幼兒主動學習、與人合作、發揮創意、解決問題，學習尊重別人意見和感受，建立表達自己

的自信心。而幼兒亦透過主動參與、互相討論、協議、計劃、製作、完成和展示設計活動成果，從而肯定和認同自己的能力和學習。

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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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
家

上午幼兒班望

下午幼兒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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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幼兒班信

下午幼兒班信

54



上午低班望

下午低班望

6



下午低班信

上午低班信

76



上午高班愛

下午高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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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荃灣公園

參觀愉景新城

種植活動

動物派對

活動樂繽
紛 幼兒班

98



參觀屯門公園爬蟲館

 低班

參觀交通安全公園

參觀時裝店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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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花燈會

高班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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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
親子活動

家長體驗日

親子旅行

親子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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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天天伴我

生命

家庭

義德

真理
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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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每個你

首先多謝學校能

夠給予今次的機會

讓我能夠擔任幼班

望組長。在這一年裏，無論

聯絡家長或親身到學校，都

能看見每位家長盡力抽空幫

忙，這是我最感動的！每當

我看見老師都很盡心盡力去

照顧每一位小朋友的時侯，

真的很佩服老師們的耐性和

細心！希望來年再會有機會

擔任組長。	

在本年度可以擔

任家長義工組長

一職，真讓我感

到百般榮幸。在短短數月，已令我

獲益良多。透過參與、協助學校為

小朋友們精心設計的各類活動，讓

我充分體會及見證到老師們對小朋

友們的真誠教導；而從聯絡家長的

過程中，亦加強了對他們的了解，

並會互相交流對教育小朋友的心

得。最令我感動及開心的是，家長

們願意放下繁忙的工作，抽時間來

參與，令到各活動能夠順利完成，

實在感激各家長的配合。期望在餘

下的學年，能夠繼續參與這樣有意

義的工作。

參加了家長

義工組長已

經 一 個 學

期 了， 回

想 起 首 次

參 加「 開

年飯」活動，可以與不同班

級的小朋友一起遊戲，看到

他們天真活潑，非常投入校

園生活又聽從老師的指導，

令我覺得既感動又開心！	

可以成為家長義工組長，不

僅讓我更了解小朋友在學校

的生活，亦讓我更認識其他

的家長和老師，是一件可貴

的事！有機會的話，希望來

年也可以繼續參加。

小 朋 友 在

貴	園讀書

已經三年

了， 但 本

人是第一

次擔任家長義工組長一

職。每位家長義工都很幫

忙和合作，每次活動都會

積極參與，使工作效能大

大提升。其實每位家長都

是為小朋友而努力。	在過

去半年內，由於我是家長

義工組長，因此與其他家

長義工們也多了聯絡，我

們之間也建立了一份難得

的友誼。同時亦感謝學校

帶給我這次的機會。

今年是我首年擔任

家長義工組長的工

作，能夠有幸擔任

這角色，十分感謝學校給予這次機會。

當開始擔任組長時，曾擔心過自己能否

肩負這重任，因初時未了解工作的性

質，幸而當接觸工作後，得到身邊的人

熱心協助，令工作變得得心應手。	從

活動中不但加深了解小朋友在校園中

的生活，更發覺學校對學生的起居飲食

也十分細心，教職員都會不厭其煩地與

家長聯絡及提供協助。最後，我希望在

此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得到他們盡力

協助，令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也讓學校

與家長建立了一個更好的溝通橋樑。

今年是我第一年

參與家長義工組

長的工作。剛剛

接受老師邀請時，還擔心自己

不能勝任，幸好經過家長義工

和老師們的協助，最後都能順

利完成每一個活動。	擔任義

工組長，不但增加了我與其他

家長的溝通，還認識了更多家

長，大家互相分享育兒經驗！	

另外，當俊諾知道我是家長義

工組長也非常開心！他好像覺

得媽媽也是學校其中一位成

員，我們的談話中亦多了關於

他在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呢！

上午幼兒班望 

馮苡喬家長

下午幼兒班信 黃俊諺家長
下午低班信 譚宇洪家長

上午低班望 

劉廷謙家長 上午高班愛  
陳俊諾家長

上午高班愛

張世騰家長  吳朗皜家長  吳凱曈家長  

徐佑銘家長  李泓謙家長  王文信家長  

陳俊諾家長  陳日朗家長  陳智琛家長  

李鎧而家長  彭心悠家長  林徽音家長  

黃紫千家長  余巧天家長  陳加謙家長

鄭曉朗家長

下午低班信

林皓軒家長  鍾曦彤家長  

洪幗儷家長  譚宇洪家長  

蔡婧晴家長  楊逸東家長  

沈佑洋家長  葉正康家長

譚卓嶠家長

上午幼兒班望

湯駿鋒家長  羅琛媃家長  

陳天恩家長  謝皓晴家長

馮苡喬家長  鄭翱天家長  

高柏浩家長  蘇世杰家長  

相文哲家長  余巧然家長  

鄭曉晴家長  楊莉靖家長

梁嵃童家長  周進泓家長

下午幼兒班望

陳淽淇家長  梁梓軒家長  

黃倣方家長  肖子謙家長  

余瑾恒家長  張涵月家長  

林栢匡家長  陳彥霖家長  

林筱鈺家長  陳昊昕家長

馮澤鴻家長

上午低班望

劉柏敖家長  陸柏軒家長  何曉柔家長

莊芷怡家長  劉廷謙家長  李心穎家長

鄺楚晴家長  楊逸琛家長  文琛穎家長

蔡浩灃家長  劉詩穎家長  林雋羲家長

關韵妮家長  葉依澄家長  梁麗瑶家長

吳紫嫣家長  曾善樂家長

上午幼兒班信

張懿晴家長   何思琦家長   

蔡宇翹家長   吳俊熹家長   

儲君熙家長   李淽恩家長

曾卓昊家長   林沛羚家長  

張焯然家長   劉楷曦家長

下午幼兒班信

黃俊諺家長

何嘉懿家長 

葉俊樂家長

張苡蕎家長

黃鉑然家長

姚馨雅家長

下午低班望

周俊熙家長   

馮睿思家長   

王凱珠家長

蘇灝名家長   

盧子謙家長   

陳祥宇家長

下午高班愛

李尚諺 / 李尚諭家長  林恒熹家長   

曾詠鈊家長                譚力嘉家長              

陳千微家長                肖梓瑤家長   

勞彥之家長                李浩霆家長   

董明昊家長                陳昊洋家長 

陳銨澄家長                萬梓皓家長

上午低班信

張芊萃家長   劉智勤家長   陳敏蕊家長   

任恩諾家長   黃洛鍁家長   楊悅琛家長   

楊苡琳家長   梁鈞佑家長   劉子謙家長   

鄭梓熙家長   謝凱進家長   黃曉鵬家長   

趙蘊慧家長

在一次「開

年 飯 」 活

動，有幸作

為家長義工

參與其中，

每 位 組 小

朋友在老師安排下，都很有

秩序地參與遊戲。當天我看

到有一位小朋友拿著鈸玩耍

時，但眼睛一直看著獅頭，

很渴望玩的樣子，而捧著獅

頭的小朋友雖有不捨，但也

會主動向老師表達願意讓同

學玩，我作為家長，看到孩

子在學校裏學到謙虛禮讓，

實在讓我非常感動，也感到

十分開心，孩子可以在如此

良好的氛圍下成長。

下午幼兒班望 梁梓軒家長

我們的義工團隊

家長義工心聲

上午低班信 
黃洛鍁   家長

時間過得很

快， 一 轉 眼

就接近學期

尾聲了。很

高興今年能夠成為荃灣聖母

幼稚園的家長義工組長。在

這一年裏，透過學校的課堂

和出外參觀等學習機會，看

到校長及老師很有耐心地教

導及愛護協助每一位小朋

友，真讓我十分感動。而藉

着參加家長義工，更能讓我

看到每位小朋友在多方面的

嘗試、體驗和突破。我十分

幸運有這樣的機會，今年能

陪伴他們一起渡過了一個充

實和滿足的幼稚園生活。

下午高班愛 陳銨澄家長

自成為

家長義

工組長

以來，

其間充

滿 樂

趣。家長義工團隊會

盡力協助活動。有一

次到屯門公園讓小朋

友認識不同的昆蟲和

它們的生活習慣，所

有參與的師生、義工

家長都樂而忘返，非

常開心，真的希望校

方能多舉辦這類型的

活動。

下午低班望 蘇灝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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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栺睿 - 上午幼兒班信

黃天蔚 - 上午幼兒班望

劉子謙 - 下午低班望

吳辰睿 - 下午低班信

林徽音 - 上午高班愛

伍淇莎 - 上午幼兒班望

張焯然 - 上午幼兒班信

楊浩宏 - 上午低班信

謝凱進 - 上午低班信
李尚諺 - 下午高班愛

洪卓蕾 - 上午幼兒班信

謝皓晴 - 上午幼兒班望

巴登央宗 - 下午低班信

羅梓謙 - 下午低班望

李尚諭 - 下午高班愛

黃駿喬 - 上午幼兒班信 張子樂 - 下午幼兒班望

洪幗儷 - 下午低班信

林晞兒 - 上午低班望

肖梓瑤 - 下午高班愛

曾柏祺 - 下午幼兒班信

相文哲 - 上午幼兒班望

王凱珠 - 下午低班望

洪卓瞳 - 上午高班愛

得獎作品

50 周年校慶金禧填色及繪畫比賽結果

親子合作獎

最具創意獎
親子合作獎

最具創意獎

優異獎

最切合主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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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子淇
K3 組 季軍

喜訊

林皓軒、余濠辰、馮睿思、

林晞兒、梁麗瑤、於天鍵

K2 集誦組  亞 軍

林徽音
親子組 冠軍 李浩庭、黃彥晴 

K3 組 季軍

荃灣天主教小學
愛滿「荃」家填色及繪畫比賽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運動會幼稚園親子遊戲比賽

優異獎 上午低班望 林晞兒

林徽音 綜合組壹等獎

司徒子淇 幼兒組二等獎

粵港澳中國文化交流協會與廣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協會、

中國香港普通話傳藝學會及澳門文教藝術交流協會合辦之

「2018 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朗讀大使選拔活動」

「2018粵港澳大灣區徵募朗讀大使活動
暨青少年徵文比賽」朗誦總決賽

編輯小組：

鄭美寶校長、周少玲副主任、莊麗珍副主任、何紫鈞老師、鄧毓敏老師、嚴子寧老師、姚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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