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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家長教師會

Sacred Heart Canossian Kindergarten  
Parents-Teachers’ Association

各位親愛的家長 ： 

正向品格教育是認識生
命 重 要 的 一 環， 因 疫 情 關
係，老師透過網上或直播工
具，在停課期間也不忘培育

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此，要有盼望、平安與喜樂 ；培育孩子在日常生活中
追求真理，需要潛移默化地影響及教導孩子學習以天父慈悲的心，去實踐尊
重、寬恕、謙遜的品德，此刻並需要家長和學校一起合作付出努力。

過去一年為每個家庭來說相信都不容易，疫情可能改變了很多家庭的生活
習慣，除了恐懼和疲憊外，可能也非事事如意 ；或許家庭成員會發生不同意
見和做法，偶而會帶來一些磨擦和挑戰。我們成人會以怎樣的心態去處理問
題，是否可以令孩子在我們身上看到天父慈悲的愛，父母如何以尊重、寬恕
和謙遜的方法去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正如耶穌教導我們 ：「你們該彼此相愛，
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13 ：34

實踐寬恕的心是一種最明智的選擇，然而“寬恕之道”需要尊重和體諒，
以謙遜及同理心去明白別人的處境和看法，也是一種很大的勇氣去接納和寬
待他人。當我們為自己選擇了寬恕，而不是仇恨時，我們的心中就像放下了
一塊大石，而這塊大石就是內心壓抑的包袱了。若我們在生活上實踐多一份
互愛，多一份互諒，多一份尊重和寬恕，必定會迎來一個更美好的家庭生
活，讓孩子也可以更幸福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主愛常存！

幼兒要有良好的品德，並帶出本年度「尊重、寬恕、謙遜」的德育主題，努力
推動生命教育的價值！

校長 侯肖霞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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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心心童童趣趣同心童趣
NCAa.m. NCAp.m. 

我們都是好朋友，最愛一起玩耍!

我們懂得互相分
享，一起做手工!

在幼稚園裏結識了不同的好朋友

一起玩音樂遊戲

一同製作寬恕蛋糕 一同合作製作愛與被愛南瓜湯

一起做圖工



p.m.

同心童趣

我們一起唱歌和
跳舞，真高興!

課堂活動樂趣多!

我們一起
製作寬恕蛋糕

我們喜歡
參與不同活動

我們在幼稚園裏
相親相愛

NCBa.m. 



一起分享
會祖瞻禮
的快樂 J

我們喜歡
一起唱歌、
跳舞、演
奏樂器♡♡

合作進行創作
也很好玩啊！

同心童趣
NCCp.m. 

一起玩集體遊戲，
真開心！

我們結識了
很多好朋友！

學習做個好孩子！

NCC a.m.

同
心

趣
童



童心童樂

大家一起唱歌和遊戲
最快樂。

延展活動樂趣多，我們
一起設計遊戲卡。

我們一起畫畫。

童心童樂

LKAp.m. 

一起設計感謝卡! 我愛我的家人!

It is red.

我會誠心祈禱!

齊來演奏吧!幫助我們的人!

做運動，
樂趣多!

自選活動
真好玩!

LKAa.m. 





童心童樂
L K C  a .  m .  

開心SHARE，FUN FUN FUN

Merry
ChristMas!!!

好靚的波子畫呀!
我扮得似唔似呀?

YEAH!

童心童樂
LKCp.m. 

音樂活動可與
同伴一起玩遊
戲，好開心呀！

幼稚園安排了不同的活動，
有生日會、聖誕聯歡

和愛心共融便服日等。

延展活動真是太開心了！
又可以製作合作畫，又可以做實驗！



體能遊戲很開心呀體能遊戲很開心呀！！

小耶穌誕生小耶穌誕生

LKDp.m. 童心童樂童心童樂

音樂捕魚遊戲音樂捕魚遊戲

LKDa.m. 童心童樂童心童樂

校園生活真有趣校園生活真有趣

結伴同玩真開心結伴同玩真開心



UKAp .m . 
聖心小點滴

我們的延展活動作品 

我們與小耶穌一起合照

我們最喜歡生日會 看看我們多可愛！



UKBUKBaa ..mm ..  
聖心小點滴聖心小點滴

在音樂活動，幼

兒能與同伴投入

地表演絲巾舞蹈。

在聖經堂，幼兒
能用心地為有需
要的人祈禱。

在主題活動，幼兒

能為感興趣的事物

進行探究，及設計

美勞作品。

UKBUKBpp ..mm ..  聖心小點滴聖心小點滴
音樂活動時間，

我們一起
唱歌和跳舞。

在幼稚園裏，
我們還會

常常禱告，
學習愛主愛人！

體能活動時間，

我們最愛

和同伴玩遊戲。



UKCUKCaa ..mm ..  
聖心小點滴聖心小點滴

齊來跳跳舞!齊來跳跳舞!    

我愛小耶穌!我愛小耶穌!

聖心小點滴聖心小點滴UKCUKCpp ..mm ..  
我們一起探望小耶穌我們一起探望小耶穌

學習新疆舞學習新疆舞

一起玩玩具一起玩玩具



和爸爸媽媽一起玩，很開心

















[老有所為]活動

透過視像與公公婆婆玩遊戲，傳遞祝福

快樂小蜜蜂及交通安全隊，
為長者表演舞蹈和步操

「在9-12月，家長教師會分
別在生日會及團隊活動進行
老有所為活動。」

由家長及園方代表將物資送到院舍

我們很專心聽職員講解

一起跳舞吧！

益力多動畫很有趣

你今日飲咗未？
你今日飲咗未？



  不知不覺間，我已在家長教師會服務了整整4
個學年 ；很感謝幼稚園和各位家長的支持讓我
在過去2年有機會帶領家長教師會的理事委員共
同推動家校合作。回望過去數年我們周遭的環
境出現了很大轉變，我們的生活習慣也隨之需
要作出調整，尤其是在疫情嚴峻時，教學、課
外活動和家長教師會的理事會議都由以往的實
體改為網上進行，這個轉變無論是幼稚園、家
長和幼兒們都是前所未有，相信大家至今仍在
適應及調節當中。
  
  縱使疫情持續，我十分感恩在艱難的環境下我
們仍能秉持家校合一的精神，互相幫忙並積極
參與幼稚園的教學和課外活動，例如大家投入
參與「親子同樂日」，及積極分享了家長們與幼
兒日常進行親子遊戲的照片 ；在6月舉辦的「益
力多工場」線上參觀，家長們反應熱烈。這些活
動得以順利完成，全賴幼稚園與家長們的迅速
應變和靈活變通，讓我們都拓闊了視野。我相
信，這一點一滴也能促進更好的學習氣氛，讓
幼兒繼續保持喜樂的心，勇敢面對挑戰，敬主
愛人。

  面對疫情的不確定性，家長教師會的運作模
式也與過往有著不少變化，但我們的宗旨和初
心也保持不變。在這裏，我由衷感謝校長侯修
女、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以及理事委員們的
無私付出和團隊精神，當然也感謝我們天上的
父親一直以來的關顧。

  來年我們將迎接與慶祝家長教師會成立30週
年，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及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
作，共同為幼兒創造一個充滿愛、喜樂和平安
的環境，在主基督的愛內共同成長。

主席的話

主席 張穎暉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財務報告 (由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

日常活動基金 （001 户口） 港幣（$） 港幣（$）
收入
家長教師會會費 72,750.00
售賣嘉諾撒聖心創校160周年慶典紀念品收入 8,367.00
2021/22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31,560.00      

7,200.00 
支出
正向品格雙月刊印刷品及禮物 (6,210.00)
家長教師會日常開支 (204.00)
2022親子同樂日禮物 (7,320.00)
銀行手續費 (1,520.00)
其他雜費 (50.00)

「老有所為」活動支出* (12,860.50)
 (28,164.50)

期內現金流入/ (流出)淨額 84,512.50
2021年8月1日，期初結餘 194,506.55
截至2022年5月31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279,019.05

教育基金 （002 户口） 港幣（$） 港幣（$）
收入
沒有收入 ---

---
支出
沒有支出 ---

---
期內現金流入/ （流出）淨額 ---
2021年8月1日，期初結餘 57,796.88
截至2022年5月31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57,796.88

資源中心基金 （003 户口） 港幣（$） 港幣（$）
收入
沒有收入 ---

---
支出
沒有支出   ---
期內現金流入/ （流出）淨額 ---
2021年8月1日，期初結餘 60,063.61
截至2022年5月31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60,063.61

校園持續發展環境改善基金 （004 户口） 港幣（$） 港幣（$）
收入
沒有收入 ---

---
支出
沒有支出 ---

---
期內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
2021年8月1日，期初結餘 273,000.89
截至2022年5月31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273,000.89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銀行户口總結餘（截至2022年5月31日）   

 
669,880.43

**「老有所為」活動尚有共港幣 7,065.5 的未報銷費用，
預計於 2022 年本財政年度報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