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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同心迎未來童真．同心迎未來
「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持續不斷，令我們學會了更懂得「珍惜」、更懂得「感恩」﹗「珍惜」活在當下的時間，好好愛身

邊的人；「感恩」在天主的眷顧下，人與人之間有更多表達關懷與愛的機會。

轉眼間，幼稚園高班的幼兒快將畢業了，他們正是在疫情下渡過3年幼稚園學習生活的一群孩子。高

班幼兒在這3年的幼稚園學習裏，好像缺失了很多，例如：面授課堂的時間、戶外活動的機會及群體生

活。但我們若能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卻得到不是只有從課本或影片所得來的知識，而是真實地有不少機

會去實踐：如何在新常態的學習模式下，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用愛與關懷去生活；自信及勇敢地去為

別人打氣。因而擁有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性格優勢：真誠、愛與被愛、感恩及自我規範的態度。

時光飛逝，感謝天主賜予我們信心和勇氣去面對這一切。高班幼兒快將畢業了，就讓我們荃灣聖母幼

稚園的全體師生，祝福他們能懷抱著愛與希望，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愛你們的 美寶校長愛你們的 美寶校長

感謝荃灣聖母幼稚園鄭校長、各位老師及家長對《全港幼稚

園中文語言發展研究》的支持！是次研究旨在探討執行功能如何

影響幼兒中文語言及閱讀能力的發展。執行功能是日常生活中經

常用到的認知能力，如工作記憶、反應抑制、專注力等。外國

的學術研究指出執行功能對幼兒的語言及學習發展有顯著的影

響。是次研究將會邀請幼兒參與不同的執行功能、語言及認字

遊戲，藉此了解執行功能和學習中文如何互相影響，並提供更

多幫助有潛在學習困難幼兒的教學方法。

本人很榮幸能在三月初為荃灣聖母幼稚園舉行家長講座，分享有關學習語文的心得，

十分感謝當日各位老師及家長的積極參與。講座內容除了讓家長認識特殊學習困難及如何

及早識別有潛在讀寫困難的學前兒童外，還介紹了如何透過親子伴讀來培養孩子的閱讀興

趣。另外，家長亦認識了如何將語文融入日常生活，在家中製造愉快的語文學習環境。希

望當日的講座能為家長提供更多幫助孩子認字的策略及培養學習中文興趣的方法。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徐詩茹博士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徐詩茹博士

徐詩茹博士徐詩茹博士

荃灣聖母幼稚園自2020年度參加由優質教育基

金委託本中心主辦的「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

展」計劃。正向教育源於正向心理學，它強調建立美

好的人生，追求人生的幸福感，並應用於教育當中。

學校在計劃的學校發展主任支援下，訂定了主題：

建立4G校園文化（Doing Good、Feeling Great、

Achieving Goal & Being Grateful），推展全校參

與的活動，讓學校團隊、家長及幼兒在充滿愛的環境

下建立正向的身、心、靈，共同邁向幸福人生。

學校透過靈修活動、教學分享、團隊小遊戲等，營造出互相欣賞的校園文化，

提升教師的效能感，並重視教職員不論在工作或個人生活上都能互相鼓勵與支持。

此外，學校亦嘗試把正向教育元素融入於教學中，以低班「超級大英雄」主題為

例，幼兒透過不同的體驗遊戲學懂感恩，並配合「愛你‧零距離」的愛心換領券，

以行動報答家人對自己付出的愛。另外，為了強化家校協作，學校推行了「愛你‧

零距離」親子計劃，讓家長認識及實踐正

向溝通，與孩子共同細味生活，促進親子關

係，在家庭中實踐正向教育。

在團隊共同努力下，學校推展正向教育

亦漸見成效。盼望學校團隊與家長繼續共同

努力，繼續活出正向，為自己的工作及生活

增添幸福感，亦為孩子從小培養對學習和人

生持正向態度，在成長路上活出豐盛。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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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話語

全港幼稚園中文語言發展研究計劃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

「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劃

本園關注幼兒身心健康的發展，有見幼兒容易出現口腔

的清潔問題導致蛀牙（齲

齒），若能及早診斷並預

修蛀牙，將有助他們的牙

齒健康成長。因此，本園

參加了由香港大學牙醫學

院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捐助，推行的「賽馬

會幼童健齒計劃」，向本

園的學童提供免費牙科檢

查服務，以檢查及控制蛀

牙（齲齒）情況，防止蛀

牙情況惡化。

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計劃

本園關注幼兒身心健康及全人的發展，亦認為體適能對幼

兒整體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本園於本年度參加由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捐助，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主辦之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計

劃，目的是為有需要之家庭提供體

適能支援，促進幼兒健康成長及改

善下一代的體質指數，推動幼兒

體適能方面的親職教育。計劃內

容其中包括聯同浸會大學體育及

運動學系鍾伯光教授及其研究團

隊監督及執行的項目，到校收集

幼兒的有關體能數據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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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師師師細細語語
2021年4月3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日

子，我在葛達二聖堂領受入門聖事（領洗）。於2019 年

美寶校長推薦我報讀葛達二聖堂的「成人慕道班」。除了

對天主的認識，對禮儀的理解外，更加拉近我同天主的關

係。感謝主的召喚和恩寵，讓我

成為天主的女兒，投入主內的大

家庭。在差不多兩年的慕道期，

自己對天主的倚靠是有增無減，

在往後的日子裡，希望聖神能給

予我力量，讓我可以肖似基督的

慈悲，懷著感恩和寬恕之心，愛

主愛人，傳揚福音，把天主的愛

傳給我身邊每一位朋友。

很感恩亦很慶幸我能夠成為一位

幼稚園老師，而我深信幼兒教育是專

業的。所以教導幼兒除了要以無限愛

心和耐性外，也應不斷裝備及提升自

己，照顧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幼兒。因

此，我在過去數年間進修了一個教育

學士（幼兒教育：特殊教育）學位課程，並於今年初

正式畢業，於畢業典禮當天，我的家人也能到來為我

祝賀，實在感到太感動了！ 

在這裏好想向自己大大的說聲：「多謝！」，

多謝自己的堅持！縱使工作有多忙碌，仍然能咬緊牙

關繼續進修、做功課和考試，這一切確實不容易。然

而，「關關難過關關過」，面對各樣的挑戰，感恩天

父讓我看見祢一直帶領著我。希望以後一路上可以繼

續學以致用，讓我可以在幼兒成長最寶貴的時光中，

與他們一起學習、經歷和成長。
各位家長、小朋友，大家好

嗎？過去數月疫情來襲，讓大家

也有點措手不及。經歷過擔心物

資、藥物、甚至病情……好不容

易的時間，終於都過去了。過去

數月，連人與人彼此的見面也變

成一件難事。幸好科技的進步，

出現了不同社交平台及方法，讓彼此可以在網絡世界

交流。這陣子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特別假期間，能夠

與家長及小朋友進行網上活動，也是我初次以這樣的形

式與大家互動。過程中，感受到家長們真摯的分享及交

流；小朋友們投入的參與，彼此真誠的互動……甚至有

家長和我分享感受到雪中送炭、彼此支持。一點一滴，

也讓我感受溫暖。作為社工，我一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

相遇及交流，在困難的日子，更覺寶貴。

現在終於可以進行實體的互動及交流了！這時候，

大家都別吝嗇一句簡單的慰問、親切的關心，可以為身

邊的人送上關懷及溫暖。讓在家庭、學校、甚至日常環

境，都能充滿絲絲的暖意呢！

時光飛逝，我在荃灣

聖母幼稚園的教學也迎來

了二十個年頭了。二十年

來，慶幸得到資深前輩循

循善誘，以及校內同事同

心同德，凡事以學生福祉

為依歸，使我有幸得以用

心教育每位幼兒，令每位荃灣聖母幼稚園畢業的學生

都學有所成。

人生的成長帶來工作上的進步，工作至今，自己

也多了一個身份，就是女兒的媽媽。身份上的轉變，

令我更能切身明白家長對學校，老師以及孩子的期

盼，讓我在教育孩子時會從不同角度考慮更多。每天

看到孩子的笑臉，亦看到他們每年飛躍的進步，我感

恩自己能在這裡工作。

不經不覺已經加入荃灣聖母

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快要四年了，

感謝天主讓我在這裡遇上善良的

同事、親切的家長和可愛的小朋友。好讓我能在一個充

滿愛的地方工作和成長。近年疫情嚴重，令很多人重新

發現生命的可貴之處，同時令我學習到如何珍惜身邊的

人。因此，我和另一半決定於2021年共偕連理，組織一

個小家庭，並藉此向大家分享我的喜悅！雖然我們仍然

在抗疫的階段，但希望大家能活在當下，好好珍惜所擁

有的每一天。同時希望疫情早日過去，大家都可以回復

更簡單和快樂的日子。

大家好！我係宇晴文員。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已加入荃灣

聖母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四年了。

今年是我踏入人生中的另一個階段，我成為了一位媽

媽。從懷胎十個月的過程，經歷生產之痛，直到現在

晝夜照顧孩子，我都深深感受到作為母親的偉大，記

得孩子出生的第二晚，我一個人整晚都未能入睡，害

怕自己睡著了，孩子會發生甚麼事情，而我卻不知

道，我終於體會到作為一位母親的辛勞。

盼望作為兒女的我們能向母親表達更多的愛意，

來感謝她們從小到大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最後，

我好開心能夠與大家分享這個喜訊，願大家都生活愉

快，能擁有一個甜美幸福的家庭。

莊潔玉老師莊潔玉老師

蔡宇晴文員蔡宇晴文員

彭燕儀老師彭燕儀老師

尹尚美老師尹尚美老師

社工小叮嚀 林施樂姑娘社工小叮嚀 林施樂姑娘

聖聖母母喜喜訊訊

廖曉靜老師廖曉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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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高班愛 楊皓鋒家長
大家好！我是楊皓鋒

媽媽。今年鋒鋒已經高班
了，好開心成為荃灣聖母
幼稚園的一份子，在這個
大家庭裡渡過了開心的幼
稚園生活。雖然這兩年受
疫情影響，校園生活真的
少了很多，但在老師的關
愛下及這兩年學校舉辦了
「愛你‧零距離」的親子
活動，每個月的不同主題
都讓我和鋒鋒增加彼此了
解，大家都學會表達自己
的感受，讓家庭各人更加
充滿著愛。

上午幼兒班望 劉芊潁家長
我是上午幼兒班望劉芊潁的媽媽。在嚴峻的疫情下，作

為媽媽的我既擔心孩子受感染，同時又害怕她缺少了與外界的
正常接觸，幸而孩子有機會參加了學校網上活動「Hello! 你
好嗎？」，透過活動中與林姑娘不斷的互動，使她不但對活動
中故事的理解和投入，也讓她感到興奮和被重視。而我也參與
了家長的網上活動「傾一傾‧鬆一鬆」，當中來自一位家長一
句說話「辦法總比困難多」讓我言猶在耳，也許這少少的正能
量，就是我們仍可撐著前進的能源吧！並且體驗到有同行者與
我相伴，十分感恩。

除此之外，正向
親子活動「愛你‧零
距離」，當中的愛之
蜜語活動，以及開心
刮刮卡內意想不到的
親子活動，讓孩子們
笑聲不斷，令家庭氛
圍更良好，我們所拍
下來的影片和相片，
相信日後將成為我們
珍貴回憶的認證。

上午幼兒班信 陳柏熙家長
自己是一位全職媽媽，希望可以陪伴柏熙成長，畢竟小朋

友大得太快。全職本來就是想投放更多時間去陪伴，促進親密
的親子關係，但原來有營養的陪伴是最重要。學校會舉辦一些
家長講座和親子話動，可以讓我們學習如何有效地與小朋友相

處和溝通，學會欣賞、
讚美和肯定小朋友的優
點，不應只是埋怨，畢
竟他也只是一個幼兒班
的小朋友，現在我們都
習慣每日同對方講「我
好鍾意你」，然後再
「 一啖」去表達對對
方的愛。最重要是希望
每位小朋友都快樂健康
成長！

上午幼兒班信 黃浚廷家長
大家好！我是上午幼兒班信

黃浚廷媽媽。由於浚廷有姐姐在
校就讀，所以浚廷未開學對學校
環境及老師已經有一定熟悉。未
開學就已經非常渴望進入課室，
希望與姐姐一起上課。直到開學
初期，浚延對著「褲仔」十分抗
拒，要著住「尿片」才肯上學，
幸得老師細心觀察，主動聯絡及
提供有效的解決辦法，短短一星
期就已經成功戒掉「尿片」。在
此，十分感謝老師及校工姨姨的
幫忙及協助，讓浚廷在學校進行
「如廁訓練」，令他及早適應。

雖然浚廷在校內屬於比較文靜，但每日放學時都會很開
心與我分享他在校內進行的活動及遊戲，我感受到他很喜歡學
校，非常感恩。另外，浚延也很喜歡「愛你‧零距離」開心刮
刮咭的親子小任務，每次他也很想和我一起執行小任務，拍下
有趣照片，與老師分享。

最後，希望浚廷繼續喜愛上學，發掘更多有趣的事情，像
姐姐一樣締造美好回憶。願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校友，平安
喜樂及健康！

下午低班信 廖嘉恒及廖嘉豪家長
很感謝荃灣聖母幼稚園全體老師設計「愛你‧零距離」的

親子活動，透過活動使我們與子女之間感到開心和快樂，讓我
們可以融入孩子們的世界中，更重要的是彼此建立一種互相尊
重和信賴的感情。

由於我一人需要照顧兩個孩子，再加上疫情期間，孩子
不能返學，繁重的家務以及親子關係，一度讓人崩潰。幸好

幼稚園舉辦了很多親子遊戲以
及講座，讓我學會調節自己的
心情，以及怎樣更有效地與孩
子溝通、相處。透過一系列的
學習，我發現我的孩子比以前
更加懂事，學會體諒父母的艱
辛。孩子在生活中會用言語感
謝父母的付出，還記得他們
說：媽媽，我幫你洗碗，這樣
你就不會那麼辛苦了，聽到
後，真是會心頭一暖！除此之
外，孩子亦會主動分擔家務、
懂得分享和付出。

在這裡衷心感謝老師們的
辛勤付出，是你們傳授了孩子
們豐富的知識，教會孩子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孩子們每個
細小的進步都離不開老師們的
教導。

下午幼兒班信 包子瑜家長
疫情期間雖然留在家

中時間很多。但因學校提
供了很多很好的活動。其
中一個活動就是「愛你‧
零距離」，這個活動每個
月老師也構思了不同的親
子活動，能大大幫助及增
加父母與孩子的相處，讓
我們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活動當中孩子學會了自己
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與
父母相處的方式。此外，
我也參與了「傾一傾‧鬆
一鬆」家長網上活動，這
活動真的十分好，讓父母
可以與校長、社工、主任
及各位家長，從傾談及分
享當中獲得很多正能量，
來面對現實生活的問題。

細細聽聽「「你你」心」心聲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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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以天主教教育為核心，運用繪本作為主題的開展，把「遊戲」(Gam e )和「戲劇」

(Drama)融入學習活動之中。同時，教師會賦權予幼兒，讓他們有自由探索及表達的機會。在這樣開

放式的學習(Open-Minded Learning)模式下，幼兒學會以感恩(Grateful)及樂觀(Optimist)的態度

面對挑戰，建立愉快(delightful)的學習體驗。

懂得「感恩」，才是快樂的泉源。幼兒能從小培養「感恩」之心，便會知足常樂，珍

惜自己所有，懂得感謝身邊的人和事。

學校希望從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開始，培養幼兒擁有「感恩」之心，如生日會製作小

禮物來感謝父母的養育及照顧；藉着「一人一花」活動，把完成種植的盆栽「三色堇」送

贈予想要感謝的人；以及參與賣旗及捐款等活動，實踐以行動和說話去感謝別人。

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金便服日

生日會生日會
親子種植計劃親子種植計劃
愛心三色堇愛心三色堇

快樂小蜜蜂親子賣旗活動快樂小蜜蜂親子賣旗活動

Grateful
感恩

課課程程特特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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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專題研習低班專題研習

高班專題研習高班專題研習

探索活動探索活動

快樂小蜜蜂集隊活動快樂小蜜蜂集隊活動

創作活動創作活動

樂觀的人，遇到挫折和困難時，也會積極

勇敢面對。而幼兒在日常中，也會遇到大大小小

不同的問題及困難，為了培養幼兒能以「樂觀」

的態度面對事物，學校除了營造輕鬆及愉快學習

環境外，老師也會以身作則，以積極樂觀態度處

事，經常以讚賞及鼓勵幼兒勇於嘗試解決問題，

讓他們獲得成功的經驗，增強自信心。

主題：公園主題：公園

主題：神奇的植物主題：神奇的植物

Optimist樂觀

主題：服飾主題：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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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心情，能為每天帶來正能量。

學校會配合幼兒興趣設計多元化活動，

讓幼兒按自己興趣自由探索及學習，體

驗學習樂趣，留下愉快經歷，為每天注

入正能量。

Delightful愉快 校園種植活動校園種植活動

小小建築師小小建築師普通話活動普通話活動

音體活動音體活動 中秋節花燈會中秋節花燈會

主題角活動主題角活動

端午節活動端午節活動

英文活動英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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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小幼苗集會活動基督小幼苗集會活動

聖母月聖母月

開學祈禱聚會開學祈禱聚會

基督小幼苗承諾禮基督小幼苗承諾禮報佳音報佳音

宗教課堂活動宗教課堂活動

主主愛愛天天天天伴伴我我

聖誕祈禱聚會暨聖誕聯歡會聖誕祈禱聚會暨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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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以「種子學校」角色繼續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舉辦的「推動正向教

育‧邁向全人發展」主題網絡計劃，於校內推行「愛你‧零距離2」親子計劃，除了讓家長認識正向的育兒方式外，同

時也促進家長及子女的身心靈健康，鼓勵家長可以享受與子女有更多日常互動，以及加強家校溝通及合作。

此外，疫情持續不斷，為舒緩家長和學生在生活中面對的種種挑戰和壓力，本園於3月及4月特別假期期間，舉行

家長網上分享活動「傾一傾．鬆一鬆」及學生網上活動「Hello! 你好嗎？」。透過網

上短聚，家長及學生可與校長、主任和學校社工一起閒話家常，互相分享生活點滴和心

聲，彼此注入正能量，在疫情中結伴同行。

家長網上活動「傾一傾 鬆一鬆」

學生網上活動「Hello! 你好嗎？」

正正向向迎迎未未來來

家長與子女一起家長與子女一起
完成每月小任務完成每月小任務

學生自行揀選開心刮刮卡學生自行揀選開心刮刮卡
開心刮刮卡 家長及子女一起兌換服務開心刮刮卡 家長及子女一起兌換服務

1月主題1月主題

初心之路初心之路 3月主題 甜言蜜語一對一
3月主題 甜言蜜語一對一 4月主題4月主題

我們的大任務我們的大任務
5月主題5月主題

心靈奇遇記心靈奇遇記

2月主題2月主題
愛用嘴巴說愛你愛用嘴巴說愛你

「愛你．零距離2」

家長互動小貼士家長互動小貼士 學校與老師和學生
學校與老師和學生

一起分享活動成果
一起分享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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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們們這這一一家家
上午幼兒班信

下午幼兒班信

楊愷晴　陳允賢　朱曼僑　趙洛言
楊愷晴　陳允賢　朱曼僑　趙洛言

孔滐彥　王俊程　孫淑楠
孔滐彥　王俊程　孫淑楠

何禮匡　陳芷希　鄭雋熙　朱天佑

何禮匡　陳芷希　鄭雋熙　朱天佑林國靖　李孟情　黎思澄
林國靖　李孟情　黎思澄

鄭穎恩　林恩迪　鄭栢爔　梁汶羲
鄭穎恩　林恩迪　鄭栢爔　梁汶羲

林芷渲　陳柏熙　薛允樂　吳一洲
林芷渲　陳柏熙　薛允樂　吳一洲

李浩然　邱星翰　鄭耀軒　陳晞雯

李浩然　邱星翰　鄭耀軒　陳晞雯黃浚廷　陳銘桉
黃浚廷　陳銘桉

范詠淳　趙允妍　葉又寧　鍾珈俊
范詠淳　趙允妍　葉又寧　鍾珈俊

陳皓汛　李晞嵐　游希恬
陳皓汛　李晞嵐　游希恬

鍾珈皓　黃天翊　何心柔

鍾珈皓　黃天翊　何心柔邱星林　蘇耿煜　王禮澤

邱星林　蘇耿煜　王禮澤

夏逸朗　葉建圖　李家樂　陳　浩　鄧宇軒

夏逸朗　葉建圖　李家樂　陳　浩　鄧宇軒
包子瑜　謝晨希　江杰棕　羅博文　丁珮筠
包子瑜　謝晨希　江杰棕　羅博文　丁珮筠

黃浩祥　趙沛霖　陳晞
黃浩祥　趙沛霖　陳晞悦悦

何逸冬　吳佳怡何逸冬　吳佳怡

黃心悠　楊允琪　黃　鑫　魏嘉琪　官宸凱
黃心悠　楊允琪　黃　鑫　魏嘉琪　官宸凱 許逸晴　廖蘊璇　劉洢琳　羅卓瑩　黎子洋

許逸晴　廖蘊璇　劉洢琳　羅卓瑩　黎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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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幼兒班望

上午幼兒班望

陳思睿　陳珮詩　陳螢凝　陳泙雅
陳思睿　陳珮詩　陳螢凝　陳泙雅陳陳琸琸航　丘煒彥　張芷翹　馬綽謙

航　丘煒彥　張芷翹　馬綽謙

李昊陽　吳卓桐　徐狄朗
黎雅婷　陳　演　劉彥希

鍾寶沛　戴逸琋　彭心泳
鍾寶沛　戴逸琋　彭心泳

余康榣　衞余康榣　衞 仴　倪錦昕　倪錦昕

羅樂賢　陳弈熹　李頌琳　黃文禧
羅樂賢　陳弈熹　李頌琳　黃文禧林愷駿　張皓舜　魏翊舜

林愷駿　張皓舜　魏翊舜
余恩澤　王芷晴　鄧雅瑜
余恩澤　王芷晴　鄧雅瑜

李泓熹　黎安然　李晟煒
李泓熹　黎安然　李晟煒

黎倬瑋　黃黎倬瑋　黃琸琸喬　梁栢睿　陳承禧　陳靖雯
　梁栢睿　陳承禧　陳靖雯 李嘉亮　葉榮浩　劉芊潁　朱晉延　林允希

李嘉亮　葉榮浩　劉芊潁　朱晉延　林允希

黃啟謙　周錠希　何卓希
黃啟謙　周錠希　何卓希

羅巧旻　張仲希　林雨霆　李梓滈　陳詩蔓
閻杏璿　陳星宇　袁卓垚

李宏泰　黃若嵐　俞子隆

陳焫焫昕　閻杏翹　洪頌儀　譚穎詩

吳凱鑫　方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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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低班信

下午低班信

廖嘉恒　陳思珩　黃家淞　汪益標廖嘉恒　陳思珩　黃家淞　汪益標

鄭俊斌　林　亨　楊卓謙　鄭睿聰　盧逸喬
鄭俊斌　林　亨　楊卓謙　鄭睿聰　盧逸喬 邱樂悠　呂家晴　陳詠桐　陳詩晴　吳梓妍

邱樂悠　呂家晴　陳詠桐　陳詩晴　吳梓妍
徐澤迪　廖梓蓓　邱柏翹　陳家瑤　鄭培鑾
徐澤迪　廖梓蓓　邱柏翹　陳家瑤　鄭培鑾

葉正健　程恩雨　黃睿恆　譚柏嶠葉正健　程恩雨　黃睿恆　譚柏嶠 陳思穎　王嘉蕎　黃尉甯　俞夕霖

陳思穎　王嘉蕎　黃尉甯　俞夕霖

周明茜　黃翊鳴　葉家希　張曦文　陳諾賢

周明茜　黃翊鳴　葉家希　張曦文　陳諾賢

劉鏸雯　鄺泳心　盧定亨　劉仕均

劉鏸雯　鄺泳心　盧定亨　劉仕均

廖嘉豪　蔡櫻葵　陳兆熹　張朗豐
廖嘉豪　蔡櫻葵　陳兆熹　張朗豐

蘇善行　鄭栢楠　沈悅瑤　黃竑瀗　鄭可瑄

蘇善行　鄭栢楠　沈悅瑤　黃竑瀗　鄭可瑄

蔡康悅　蔡睿朗　馬芯悅　陳詩尹
蔡康悅　蔡睿朗　馬芯悅　陳詩尹 黃翊恆　李靜潔　鄧子瀚　盛家明　陳欣妍

黃翊恆　李靜潔　鄧子瀚　盛家明　陳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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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低班望

林希潼　麥栢睿　林煒杰
林希潼　麥栢睿　林煒杰
陳　諾　曾少辰　李承謙
陳　諾　曾少辰　李承謙

下午低班望

賴彥嘉　郭栢煇　林紫坤　邵俊升
賴彥嘉　郭栢煇　林紫坤　邵俊升

劉康呈　吳希敏　馮禮德　林安喬
劉康呈　吳希敏　馮禮德　林安喬

楊諾謙　鍾旼晉　陳芊諾　黃逸琛楊諾謙　鍾旼晉　陳芊諾　黃逸琛
袁庭灝　陳佩瑜　簡天朗　巫梓楹袁庭灝　陳佩瑜　簡天朗　巫梓楹

葉浚楠　黃思臻　陳芊汝　吳紫澄
葉浚楠　黃思臻　陳芊汝　吳紫澄

李沁穎　巫卓謙　蕭芷瑜
李沁穎　巫卓謙　蕭芷瑜

陳淽垣　林昕晨　李樂曦　陳日菲
陳淽垣　林昕晨　李樂曦　陳日菲葉卓兼　袁子皓　洪　皓　賴正霖　魏浩朗

葉卓兼　袁子皓　洪　皓　賴正霖　魏浩朗

張子軒　關靖希　羅溢朗　黃洛浠

張子軒　關靖希　羅溢朗　黃洛浠

郭卓均　陳瑾兒　梁諾謙
郭卓均　陳瑾兒　梁諾謙

夏天晴　尤振傑　方樂謙

林　祺　俞羽晗晗

盧湙湙楓　王浩軒　張景翔曾梓恒　何文凱　鄒運雄
吳穎芯　孫詩淼　劉韶藍　陳芊瑜　賴樂程

郭海兒　劉欣潼　趙柏淇　王榮奎趙恬恬　陸芷珊　陳若菲　曾祉瑜
何子伊　嚴恩琪　周詩祺　何俊鴻　吳海琳

劉子爍　莫俊威　鄭子俊洪頌謙　劉子楊　鄭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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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高班愛

鍾曦賢　羅啟峻　曾梓烜　黃心悠　李恩穎

鍾曦賢　羅啟峻　曾梓烜　黃心悠　李恩穎馮希霖　陳祉澄　曾語檸　曾柏深　彭暐軒

馮希霖　陳祉澄　曾語檸　曾柏深　彭暐軒

上午高班愛

曾柏熙　高山峰　董夢橦　胡奕鏵
曾柏熙　高山峰　董夢橦　胡奕鏵關懿敏　楊玥盈　王詩穎

關懿敏　楊玥盈　王詩穎

黃祐懃　薛中瑞　黃穎翹　陳　懿
黃祐懃　薛中瑞　黃穎翹　陳　懿

林庭伊　陳泳妤　王煒喬　郭德謙
林庭伊　陳泳妤　王煒喬　郭德謙

李孟欣　黎曉鋒　袁芷娸　關子浩
李孟欣　黎曉鋒　袁芷娸　關子浩任恩祈　張瑋晨　徐紫揚

任恩祈　張瑋晨　徐紫揚 李芯瑤　黃雨諾　吳沅澄　謝思朗
李芯瑤　黃雨諾　吳沅澄　謝思朗

王景俊　張譽騰　趙文迅　葉俊熙
王景俊　張譽騰　趙文迅　葉俊熙

陳允祈　朱彥澄　彭心玥
陳允祈　朱彥澄　彭心玥何詠嵐　蕭靖曦　鄧卓欣
何詠嵐　蕭靖曦　鄧卓欣

葉浚宇　何睿軒　游希晨
葉浚宇　何睿軒　游希晨

王盛淇　楊皓鋒　盧樂延
王盛淇　楊皓鋒　盧樂延

劉峰驛　鍾漢樺　文頌仁　王茜湞
劉峰驛　鍾漢樺　文頌仁　王茜湞

林梓洋　王思悅　譚舜之　王恩熙
林梓洋　王思悅　譚舜之　王恩熙

陳芷翹　陳疏影　梁凱瑩　包子晴
陳芷翹　陳疏影　梁凱瑩　包子晴吳凱頤　姚予晴　陳婧萁

吳凱頤　姚予晴　陳婧萁 曹靜妍　張藝朗　葉晉仁　張乘杰

曹靜妍　張藝朗　葉晉仁　張乘杰

吳弨頤　黃卓嵐　陳家俊
吳弨頤　黃卓嵐　陳家俊

蘇允梔　李鈞皓　曾雅嵐　吳欣夢
蘇允梔　李鈞皓　曾雅嵐　吳欣夢劉澤珺　麥子淇　江幸澄

劉澤珺　麥子淇　江幸澄

羅景天　池柏熙　倪鍾心　吳俊熹

羅景天　池柏熙　倪鍾心　吳俊熹

黃子晴　黃祉晴　李馨怡
黃子晴　黃祉晴　李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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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教學及其對兒童早期發展的影響(EffECT) 」
研究計劃獎項

荃灣天主教小學「荃天數學盃」幼稚園精英邀請賽

本園一直致力培養學生多方面發展，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公開比賽，例如：荃灣天主教小學「荃天數學盃」

幼稚園精英邀請賽、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第十三屆朗誦比賽、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第一屆全港幼稚園朗誦比

賽、梨木樹天主小學—「愛主愛人」親子填色創作比賽、「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及「北區民政事務處」合辦

名為「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點亮繽紛照未來」全港幼稚園學生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天主教四旬期運動主辦

四旬愛心（親子填色比賽）等，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另外本園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有效教學及其對兒童早

期發展的影響(EffECT)」研究計劃，並獲得優秀教學獎項。現在，就讓我們與大家分享這份喜悅。

（備註：以上比賽由2022年9月1日至2022年6月16日期間進行）

成成就就每每個個你你

亞軍亞軍

優秀優秀
教學獎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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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第十三屆朗誦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第一屆全港幼稚園朗誦比賽

K1粵語新詩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幼兒班信 鄭栢爔 冠軍

上午幼兒班信 陳柏熙 亞軍

上午幼兒班望 李泓熹 季軍

上午幼兒班望 鍾寶沛 季軍

上午幼兒班望 劉芊潁 季軍

上午幼兒班信 朱曼僑 季軍

K1普通話古詩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幼兒班望 羅樂賢 冠軍

上午幼兒班望 林允希 亞軍

上午幼兒班望 陳思睿 亞軍

上午幼兒班信 范詠淳 亞軍

上午幼兒班信 林國靖 季軍

上午幼兒班信 何禹哲 季軍

上午幼兒班信 陳銘桉 優異獎

下午幼兒班望 李梓滈 優異獎

粵語朗誦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高班愛 關子浩 銀獎

上午高班愛 鄧卓欣 銀獎

下午高班愛 譚舜之 銀獎

上午低班信 廖梓蓓 銀獎

上午高班愛 陳　懿 銅獎

下午高班愛 池柏熙 銅獎

下午低班望 盧湙楓 銅獎

上午低班信 程恩雨 銅獎

上午低班望 陳芊汝 銅獎

上午低班望 袁子皓 銅獎

上午幼兒班信 陳皓汛 銅獎

上午幼兒班望 黃琸喬 銅獎

上午幼兒班望 陳珮詩 優異獎

英語朗誦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高班愛 任恩祈 金獎

上午高班愛 黃穎翹 銀獎

上午高班愛 朱彥澄 銀獎

下午高班愛 包子晴 銀獎

下午高班愛 黃祉晴 銀獎

上午低班信 鄭睿聰 銀獎

上午低班望 葉浚楠 銀獎

上午高班愛 葉俊熙 銅獎

上午高班愛 陳允祈 銅獎

下午高班愛 姚予晴 銅獎

下午高班愛 吳弨頤 銅獎

上午低班望 賴正霖 銅獎

下午低班信 鄭栢楠 銅獎

下午低班望 賴樂程 銅獎

上午幼兒班信 陳柏熙 銅獎

上午幼兒班望 羅樂賢 銅獎

下午低班信 馬芯悅 優異獎

下午幼兒班信 許逸晴 優異獎

K2普通話兒歌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下午低班望 何子伊 冠軍

上午低班望 葉浚楠 冠軍

下午低班信 盛家明 亞軍

下午低班信 沈悅瑤 亞軍

上午低班信 俞夕霖 優良獎

上午低班信 呂家晴 優異獎

K2粵語兒歌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下午低班信 鄺泳心 冠軍

上午低班信 鄭唯辰 亞軍

上午低班信 鄭睿聰 亞軍

下午低班望 曾祉瑜 季軍

下午低班望 賴樂程 優異獎

上午低班望 梁諾謙 優異獎

下午低班信 馬芯悅 優異獎

上午低班望 黃洛浠 優異獎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K3粵語新詩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高班愛 陳泳妤 亞軍

上午高班愛 任恩祈 亞軍

下午高班愛 陳婧萁 亞軍

上午高班愛 楊皓鋒 季軍

上午高班愛 張譽騰 季軍

上午高班愛 林庭伊 優異獎

K3粵語故事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下午高班愛 葉晉仁 優異獎

K3普通話兒歌組
班別 姓名 獎項

上午高班愛 徐紫揚 冠軍

上午高班愛 葉俊熙 亞軍

上午高班愛 盧樂延 亞軍

下午高班愛 曹靜妍 亞軍

上午高班愛 黃雨諾 季軍

下午高班愛 胡奕鏵 季軍

下午高班愛 張乘杰 優異獎

上午高班愛 王盛淇 優異獎

上午高班愛 馮希霖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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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訪

梨木樹天主小學—
「愛主愛人」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主辦四旬愛心
（親子填色比賽）

「點亮繽紛照未來」全港幼稚園學生親子填色創作比賽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及「北區民政事務處」
合辦名為「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信報訪問信報訪問 星島親子王周刊訪問
星島親子王周刊訪問

編輯小組：
鄭美寶校長、黃淑君主任、莊麗珍主任、黎嘉雯主任、何美儀副主任、周瑜副主任、
陳凱珊老師、郭穎妍老師、陳嘉怡老師、李佩霖老師、陳穎琳老師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上午高班愛 張瑋晨 幼高組 優異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下午高班愛 王思悅 冠軍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下午高班愛 王思悅 冠軍

上午高班愛 黃雨諾 優異獎

本園的校譽良好，一直深得家長及外界人士認同與讚賞。於2021年9月，我們喜獲星島集團旗下刊物—「親

子王周刊」及信報教育專欄「幼小學府」的邀請接受訪問，有關訪問內容已刊登於第594期「親子王周刊SMART 

PARENTS」及於2021年10月21日信報教育專欄「幼小學府」。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下午高班愛 粱凱瑩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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