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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學報」是一份由香港明愛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下稱「服務」) 轄下兩間幼稚園及九間幼兒學
校的高班兒童，在2019-20學年參加了『天父的恩典─愛的行動』聯校親子品德培育活動，透
過友校互訪交流、參觀、遊戲等活動，經過彼此分享後聯合出版的兒童報章。本年度的活動是
圍繞香港天主教教育的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命與家庭，並以學校、家庭、社
區、大自然及地球資源為主題，由兒童個人出發至社區，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德行為，並學習
欣賞身邊的事物和感恩，從而建立正向價值觀。

本期「童學報」所報導的活動既豐富又充滿愛與正能量。我們感恩得到兒童、家長及老師積極
而投入的參與，藉著家長與學校攜手合作，陪伴孩子參與各項親子活動，共同讓孩子在愛中成
長，培育身心靈皆健康的孩子。在活動過程中，我們喜見兒童成為了「愛心小天使」，能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及彰顯校訓：「我們要彼此相愛」，敬主愛人，仿效天主的慈愛關懷弱小；孝順
父母、尊敬長輩、幫助有需要的人及珍惜天父所創造的事物；兒童具有正向的價值觀、正面的
自我形象和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懂得與人相處的正確技巧和態度，學會尊重和關心身邊的
人、事及環境；更能自信地透過不同的方式讓愛傳出去，從中獲得喜悅及滿足感，從而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

期盼各位親愛的讀者細閱本期的「童學報」，相信您亦能感受每一位「愛心小天使」從品德活
動中散播的愛心種子，一同分享當中的美善與喜樂。願天主的慈愛圍繞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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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邀請家長
到校進行親子壁畫工作坊，鼓勵
家長與兒童共同美化校園環境，
關愛學校環境設施。透過壁畫創
作，加強兒童欣賞、創意思考和
表達關愛的能力。

「我們要彼此相愛」是我們明愛幼稚園及幼兒學校的校訓。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和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的高班兒童，在校內進
行了一連串的關愛行動，從生活中實踐校訓的精神，包括：說感謝
話、送贈愛心圖畫或信件、合作美化校園、照顧及關懷弟妹等，兒
童透過行動，學習仿效天主的愛德，與他人建立和諧友好的關係，
懂得關愛他人，並常存感恩和關愛的心。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兒童擔任「愛
心親善大使」，體驗分享和互助
的精神，並學習推己及人。兒童
除了每天早上輪流向同伴、家長
和老師握手打招呼外，亦走進幼
兒班及低班的課室，進行愛的行
動，包括：為年幼小朋友加添茶
點、向他們說故事、教繪畫等。
現在，讓我們透過相片，一同來
分享他們幫助弟妹的喜悅！

兒童、家長與老師透過親身參與，享受一起設計
的過程，合力締造一個更優美和充滿愛的校園。
過程中亦讓兒童能夠自發地珍惜這個屬於他們的
藝術品，培養他們的公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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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學校：愛與感恩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及 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

兒童圍圈而坐，當搖鼓聲響
起時，兒童把手中的字咭向
右傳送，最後拼砌成一張四
字揮春。

兒童二人互相合作，拿穩手中
的絲巾，將賀年食品運送到籃
子中，最快的隊伍獲勝。

臨近農曆新年，明愛凌月仙幼稚園高班兒童化身為學校小主
人，邀請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兒童到校探訪，參與聯校
「好朋友日」。大家有緣相聚在一起，兩校的兒童互相合
作，一同遊戲。從互動遊戲中，誘發兒童互相表達及發揮解
難能力，從遊戲中愉快學習，並享受與人合作的樂趣，建立
友誼和自信。

看看我們用環保物
料堆砌的城堡，真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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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愛‧表達愛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老師與兒童分享「猜猜我有多愛你」故
事，藉著故事內容讓兒童學習如何向家人表達愛。『愛』是
很抽象的，兒童以個人的生活經驗，發揮想像力，嘗試運用
不同物品、語言來表達對家人的愛。

甜言愛語─「愛的悄悄話」

「家」是兒童最重要和親切熟識的地方，而家人則是
兒童最親密的人，也是給兒童最多親情體驗的榜樣。
家人各有不同的個人特質，兒童透過「愛的悄悄
話」，以接龍的方式分享和記錄家人的各項優點。

分享愛‧訴說愛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老師在課堂中向兒童傳播愛家庭、
關愛家人、孝順父母、親子共融的訊息，兒童亦樂於
分享與家人的喜好和相處的溫馨趣事。

「愛的寶典」盡顯愛

兒童透過觀察及訪問家人的日常需要，並記錄在「愛
的寶典」中，以「日行一愛」的行動表達對家人的孝
敬，而家長則在「愛的寶典」給予兒童愛的回饋，用
文字記錄讚賞及鼓勵兒童的美言美行。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和明愛翠林幼兒學校透過「我愛我的家」的主
題，引領高班兒童感謝天主賜給我們快樂的家庭，有愛我們的家人，並
展開了「愛家孝親同享樂」一系列親子共融的延伸活動，讓兒童對家人
實踐「愛的行動」，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表達關懷、訴說對家人的愛意和
感謝家人的照顧，達致聯繫親恩，愛家為樂。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和明愛翠林幼兒學校以「愛家庭」為題，進行了不同的親子活動，並向友校分享成果，為
對方傳送《親子健康小食食譜》及《親子遊戲活動小冊子》，讓友校家長和兒童亦能樂在其中，藉以宣揚和諧
家庭、孝敬親恩、親子同樂及彼此相愛的訊息。

欣賞子睿今天幫媽媽做

家務–洗菜，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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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庭：愛家孝親同享樂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 及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的兒童透過討論，選擇了兩項活動向家人表達愛意，以感謝他們辛勤工作，為家
作出的貢獻。兒童與家人共同烹飪分享美食，並協助承擔家務，從而提昇了與家人彼此間的親密關係
及共渡優質的親子樂時間。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透過「愛的寶典」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兒童間的了解，尊重彼此的需要，
欣賞彼此為家的付出及承擔，從而加強親子間的密切溝通關係，營造良好的家庭氣氛，同時
讓兒童和家長體會到家庭和諧共融、優質親子樂時間的重要性。

親子樂 烹飪
兒童邀請家長
一同設計「親
子健康小食」
食譜，老師收
集食譜後輯錄
為小冊子，並
上載至學校的
網上平台，與
各級家長共享
資源。

親子樂 小行動

兒童在家中以「愛的行
動」來表達對家人的關
愛。例如：與家人擁
抱、向家人說「我愛
你」、幫家人做家務、
替家人搥搥背、畫畫或
寫信表達愛意等。

親子樂 運動

家校通力合作舉辦了「K3班親子運動會」，家
長與兒童合力進行四個項目，共同在場上並肩作
戰，揮灑汗水，加油打氣、鼓勵掌聲此起彼落，
努力成為彼此心中的冠軍，共享親子樂。

親子樂 遊戲

家長與兒童利用家中的環保物料或一些
常見的物品，構思及創作出有趣的「親
子遊戲活動」，並輯錄為小冊子及拍攝
活動示範教學短片，上載至學校的網上
平台，與各級家長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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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家中的公公、婆婆、爺爺、嫲嫲，知道他們的眼睛會有老花、

手腳有關節痛，有些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我們需要多點關心他們。

我們設計健康食譜，希望所有的公公、
婆婆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樂。

(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

我們設計健康操和「健康十式」，希
望長者能身體健康、手腳靈活。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

公公、婆婆的身體較
弱，會容易生病。

他們日常生活要吃少鹽、
少油、少糖的食物。

「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望一書4:19)
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和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的高班兒童，透過聖經故事和活動，認識天父愛我們

每一個人，祂創造了美好的大自然環境；兒童也知道人會慢慢長大，長大後像爸爸、媽媽一樣，然後

漸漸變成公公、婆婆；不過，公公、婆婆的生活和他們的很不一樣，因而引發兒童想知道公公、婆婆

的需要，從而進行了一連串探索和實踐關心、愛護家中和社區內長者的行動。

我們透過書信，與友校
兒童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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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社區：長幼共融傳頌愛

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 及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

我們分享健康操。

我們學習製作健康餃子。

與公公、婆婆分享自創的健康操。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兒童到長者中心探訪長者。

與公公、婆婆玩遊戲。

公公、婆婆教我
們做環保玩具。

與公公、婆婆一起做健康操。

請公公、婆婆吃餃子。

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邀請社區長者到校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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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轄下十一間幼稚園和幼兒學校
2019-2020高班畢業生。猜猜看今年有多少名畢業生？（答案在頁
底）我們很高興地把「天父的恩典–愛的行動」聯校親子品德培
育活動過程輯錄為第五期童學報，讓大家能透過各校所進行的品
德培育，認識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生
命和家庭。就讓我們一起「讓愛傳出去」，把愛傳至每一個人的
心中。

愛．成長愛．成長
畢業的孩子
最喜樂
畢業的孩子
最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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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成長：畢業的孩子最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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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利用環保物料來
做玩具，減少浪費。

在《秋天天氣涼》主題中，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和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透過家

校協作活動，分別與家長和高班兒童一起到香港濕地公園和鶴藪郊野公園親身體驗和欣賞

天主所創造的大自然。兒童對善用資源、愛護地球等內容產生興趣，他們互相分享保護動

植物、珍惜大自然的方法，建立環保的生活態度。兒童從中更學會感恩，實踐減少浪費、

珍惜環境的好行為。活動不但能啟發兒童的創意思維能力，鼓勵他們與人溝通，積極表達

自己的意見和感受，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增強他們的解難能力和與人合作的精神。

兒童與家人一起欣賞大自然的
美景，感受天主創造的奇妙。

兒童討論愛護動
植物的方法，並
計劃向別人傳遞
環保訊息。 兒童分享與爸爸媽媽一起搜集到的保護

大自然的資料。

漁農自然護理署到學校進行「郊野
公園幼稚園到訪活動」講座，讓兒
童學懂了多種保護大自然的方法。

透過新聞分享，兒
童知道大自然對動
植物的重要性。

在秋季旅行中，兒童發現
公園四處都有垃圾，也有
同伴需要提醒愛惜植物，
好好愛護大自然。

我們不要踐踏草地和
採摘花朵，它們會很
容易枯萎的。

我們不可採摘花朵。

愛．大自然

我們到郊野公園要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大自然真的很美麗，我們
一定要好好保護它！

郊野公園有很多垃圾啊！

兒童透過資料搜集、討論、新聞分享、講座等多元化
的活動，認識更多保護動植物、珍惜大自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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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大自然：童愛大自然

明愛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幼兒學校 及 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

天主創造了美麗的大自然給
我們，我們要一同愛護它！

落葉可用來做甚麼呢?

落葉可用來做圖工，
物盡其用！

我在利用環保物料製作
玩具。

這是超級機械人。

兒童一起設計標語和海報，
宣揚愛護大自然的訊息。

兒童按計劃分工合作製作宣傳
海報，運用語文和圖像推廣環
保訊息。

兒童把標誌和標語貼在學校的當眼
處，提醒大家一定要愛護大自然。

兒童嘗試利用落葉
進行創作。

兒童利用廢棄的物料
和同伴一起分享創作
小玩意，發揮創意和
合作精神。

「落葉變變變，變了一隻可
愛的小鳥。」兒童利用落葉
進行圖工創作，並張貼作
品，建立校園互相分享、學
習和欣賞的文化。

戴若希作品        伍諾心作品

兒童討論可行的保護環境計劃，並按擬訂的計劃行動，實踐愛護大自然的行為，
把保護大自然的訊息在校園中推廣。在活動的過程中，提升了兒童對大自然的關
注，並懷著感恩的心欣賞及愛護天主創造的大自然。

童心保護大自然 兒童一起在自由遊戲中應用所學，實踐愛護大自然的行為。

我們在行山徑不會亂拋垃圾。

保護環境，
你我做到
保護環境，
你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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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油塘幼兒學校兒童以「思言起行教學活動—麵粉」為題，
利用五官感受麵粉的特質，並透過親身探索認識麵粉的用途，
學習珍惜和適當地運用食材。兒童更學習將自己努力製作的成
果分享，關愛身邊的人。

透過親子資料搜集、同伴間的互相討論，兒童設計製作曲奇的食
譜，並邀請家長一同參與，在過程中兒童與家長及同伴互相學習
製作曲奇的知識和技巧。

兒童把合作製成的愛心
曲奇分享給校內兒童及
牛頭角明愛長者中心的
長者，以表關愛。
同時把自創的曲奇食譜
送贈予校內兒童及友
校，分享成果，也回饋
他人。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以「思言起行教學活動—米」為題，讓兒童親身走進
農田，透過與「米」的全面接觸，從而探索糧食與生命之間的關係。 透過遊戲互動、提問和探

索，讓兒童懂得珍惜天主
賜予人類寶貴的糧食，培
養減少浪費食物的良好品
德。在家校協作和社區回
饋下，兒童彼此分享，總
結學習成果和經驗。

兒童認識了稻米的生長
過程，了解農夫耕種的
辛勞。過程中，引發兒
童思考對糧食的正確態
度，包括：感謝天主賜
給我們珍貴的食物；感
謝農夫為我們辛勞地種
植；感謝給我們做飯的
家人等。

兒童親身到超級市場搜購所需食材，為製作曲奇做
好準備。

「天主愛我們」，給我們享用世界的一切，包括從大地滋養的食物。為彰顯天主這
份大愛，明愛油塘幼兒學校、明愛啟幼幼兒學校和明愛沙田幼兒學校，以「食物」
為主題，讓高班兒童認識天主的恩賜與人類的關係。老師與兒童進行不同的戶外探
索學習活動，並邀請環保機構的參與，讓家長和兒童學習珍惜食物和減少浪費的方
法。同時，籍著「惜愛惜食」連結家庭和社區， 培育兒童關愛別人和以感恩的心來
回應天主的愛。

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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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惜愛惜食

明愛油塘幼兒學校、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及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透過繪本故事《愛吃水果的
牛》，以「水果」為題開展學習活動。兒童到
訪蒲崗村道公園，親身體驗農夫耕作的辛勞，
從中明白到食物得來不易，我們需常懷感恩和
學懂珍惜。

兒童認識我們能隨時享用新鮮的水果，全賴天主的創造、農夫
辛勤的工作、送貨員協助運送和售貨員的服務。為了感謝他們
和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付出，兒童親自製作了感謝咭送給家
人，藉以把感恩及珍惜的信息帶給身邊的人。

兒童與家人一起設計了各種水果食譜，並在聖
誕慶祝會當天，把製成品帶回校，與各班家長
和兒童分享健康美味的水果小食，盡顯關愛。

兒童認識水果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多吃
能讓身體健康，因此他們決定製作美味
的蘋果乾和感謝咭贈送友校，讓他們能
享用這種健康小吃，並能學懂感恩和珍
惜食物。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邀請環保機構「綠嶺行動」，讓兒
童和家長認識減少浪費食物的方法。配合愛心與關懷
活動，兒童將新知識傳遞給全校家長及兒童，推廣學
校、家庭和社區共融的惜褔關愛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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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沙田幼兒學校、明愛啟幼幼兒學校及明愛油塘幼
兒學校在聯校活動中，透過創作話劇、繪畫作品、自
製食譜及互動遊戲，宣揚感恩、關愛和珍惜的訊息。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創作話劇：惜食我有法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擔任小小講解員，分享到
訪蒲崗村道公園的經驗和
學習成果。

兒童互相送贈自己製作的掃帚、蘋果片、朱古力
米通、曲奇和食譜，互相分享努力製作的成果。

明愛油塘幼兒學校
創作兒歌「曲奇餅之製作」
及分享自製曲奇食譜

明愛油塘幼兒學校、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及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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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學習：在「疫」境中成長與學習

受到「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停課。在此期間，明愛屬下的幼
稚園及幼兒學校善用不同的學習模式，發揮無窮創意，保持兒童的學習興趣，以達致「停課
不停學、不停愛」。學校配合家長的需要與家庭情況，安排合適的實體或網上學習材料，方
便家長在家中輔導兒童學習，並定期派發親子圖工、遊戲材料等，以及透過電話或視像與兒
童和家長保持聯繫，鼓勵大家懷著正向的態度共同抗疫。期望大家繼續努力做好個人衞生，
新學年健健康康重返「明愛」大家庭的懷抱，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習打破了空間界限，老師自製教學短片及與兒童視像溝通，讓兒童能在家中進行互
動學習。在家長與學校合作下，兒童在家學習亦見投入、愉快。

老師們透過短片、電話、實時視訊關心兒童的情況，並向家長給予支援與支持；同時，
派發抗疫物資，呼籲兒童注意個人衞生，與家長共渡時艱。

學校重視兒童品德發展，通過「兒童月」活動，如：「我的感恩日記」寫下在抗疫期
間的感恩事情；藉著「好行為記錄」建立良好生活習慣；繪畫圖畫對醫護人員表達謝
意等，鼓勵兒童及家長在逆境中保持樂觀面對困難的感度，互相扶助。

愛．
學習愛．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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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愛‧分享：消息報導

愛．分享愛．分享 消息報導 消息報導 

尊重孩子  孕育愛心  啟發創意  發展潛能

香港明愛
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我們的宗旨

以兒童為本，提供富有啟發性及愉快的環境，

培育兒童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我們的承諾

重視愛德培育，培育兒童獨立自信

鼓勵探索精神，啟動兒童創意思維

營造創意語文環境，奠定良好語文基礎

倡導家校協作文化，提升優質幼兒教育

歡迎家長致電查詢及瀏覽網頁

電話: 2843 4629

網頁：http://cc.caritas.org.hk

歡迎家長致電學校查詢及
瀏覽網頁下載報名表格
歡迎家長致電學校查詢及
瀏覽網頁下載報名表格

更多各校最新消息
請瀏覽學校網頁：
更多各校最新消息
請瀏覽學校網頁：

明愛學前兒童教育
資料參考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54號地下

2517 8920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香港薄扶林道54號

地下至2樓
2517 8835

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
西環蒲菲路27號明愛莫張瑞

勤社區中心2樓
2816 8008

明愛香港太平洋
獅子會幼兒學校

香柴灣小西道9號富欣花園停車場地

2505 3553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
香港堅道2號明愛大廈3樓

3589 2256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東頭邨富樓地下1-8號

2382 2660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將軍澳翠林邨碧樓306-316號

2702 0076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
觀塘鯉魚門邨生樓地下B及C翼

2246 5002

明愛油塘幼兒學校
油塘鯉魚門道60號第2層

2717 1098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沙田文禮路23-25號

2691 7175

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
粉嶺坪輋路明愛打鼓嶺中心

2674 3207

明愛香港崇德社幼兒學校
粉嶺華明邨富樓地下

2675 0099

新界區

九龍區

香港區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贊助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