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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轄下各幼兒學校

及幼稚園於每年五至六月期間均會推行『兒童月』

活動，目的是喚起社會人士關注兒童身心發展需要，

讓幼兒工作者深省自己的工作；鼓勵家長多參加學

校舉辦的活動，從而了解學校培育幼兒的目標，並

給予意見，以達家校協作之效，讓兒童健康快樂地

成長。 

今年我們以「讓愛傳出去」為主題，透過一連

串的活動，讓兒童學習耶穌基督，愛自己、愛家人、

愛社區、愛天主的良好品德。另外，是次我們特別

加入抗疫資訊，培養兒童的良好生活習慣及衛生常

識，期望他們能從自己做起，繼而實踐關愛別人的

好行為。 

我們亦希望與家長攜手合作，共同為兒童身、

心、靈的健康發展出一分力，培育兒童成為德才兼

備、健康活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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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童心抗疫愛爸媽好行為計劃 

推行日期：11/5/2020(一)至 7/6/2020(日)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在抗疫期間，培養兒童的良好生活習慣及衛生常識，以減低醫護

人員的工作負擔。 

 讓兒童學習愛護家人，培養良好品德。 

活動內容： 

 老師把好行為計劃分為抗疫篇及家庭篇。在抗疫篇中，鼓勵兒童

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及衛生意識，為抗疫做好準備。在家庭篇中，

讓兒童能在家中學習待人接物的態度，培養良好品格。當兒童達

到目標，家長便每天以貼紙或蓋印表示讚賞。 

  形式： 

 家長每週透過童心抗疫愛爸媽好行為計劃的 google form 記錄

兒童的總表現，老師會以電郵的方式收集。 

 家長於四週後將童心抗疫愛爸媽好行為紀錄表交回學校。 

 

 

 

  

 

讓愛傳出去‧抗疫小勇士之個人成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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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推行日期：7/6/2020(日)至 4/7/2020(六)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及家長認識多吃蔬菜及減少使用電子屏幕的重要性。 

 培養兒童健康的生活習慣。 

 

活動內容： 

 家長替兒童記錄每天是否有多吃蔬菜及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不多

於一小時。當兒童能做到以上目標，便贈予孩子一枚貼紙貼在紀錄

冊上，以示獎勵(貼紙已附在紀錄冊上)。 

 若孩子一星期七天都能達到目標，請家長贈予孩子一枚「健康小勇

士」的貼紙作獎勵。 

 活動完結後，家長將小冊子交回學校，兒童便可獲一份小禮物以示

獎勵。 

 

 

 

 

 

 

  ~3~ 



活動三：齊抗疫・愛同伴 

推行日期：11/5/2020(一)至 7/6/2020(日)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學習關愛同伴，培養愛人如己的精神。 

 

活動內容： 

 由家長協助兒童以拍照、拍攝錄影片段或錄製音訊等向同伴表達

關愛的訊息，並以電郵形式提交，然後由班老師協助發放給兒童，

讓兒童在關愛的氛圍下感受到愛。 

 

活動四：由我做起・我都做得到 

推行日期：K2 班(愛德喜)：8/5/2020(五)、26/5/2020(二) 

K3 班(愛德喜)︰12/5/2020(二) 

推行日期：K3 班(愛與誠)：20/5/2020(三)、26/5/2020(二) 

對    象：K2 及 K3 兒童 

 

活動目標︰ 

 透過故事及遊戲，讓兒童學習感恩。 

 讓兒童認識自己身體，學習保護自己。 

活動內容： 

 駐校社工透過視像與兒童舉行「愛德喜」活動，從中學習感恩。 

 由明愛家庭服務「愛與誠」綜合性教育計劃社工透過視像與兒童

舉行「保護身體小勇士」兒童講座，讓兒童學習保護身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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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國際兒童節慶祝會 

推行日期︰N1︰27/5 (三) 11:00 -11:45、30/5 (六)11:15 -12:00 

推行日期︰K1︰ 1/6 (一) 11:00 -11:45、6/6(六) 11:45 -12:30 

推行日期︰K2︰ 1/6 (一) 3:00 -3:45、6/6(六) 10:45 -11:30 

推行日期︰K3︰30/5 (六) 10:00 -11:15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認識國際兒童節的由來及感受節日的氣氛。 

 透過遊戲，加強家長和兒童的親子關係。 

 

活動內容： 

 各班安排網上國際兒童節慶祝會，讓家長和兒童一起參與視像派

對，家長可預先為兒童準備一套特別的服飾或校服。 

 於網上國際兒童節慶祝會當天，兒童穿著特別的服飾或校服參與，

由老師透過視像向兒童介紹國際兒童節的由來，兒童輪流自我介

紹當天服飾的特色。 

 家長和兒童一起進行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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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齊創家居抗疫小遊戲 

推行日期：1/6/2020(一)至 12/6/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創意思考能力。 

 增強家長和兒童環保的意識。 

 提升家長和兒童的親子關係。 

活動內容： 

☆ 家長協助兒童利用環保物料或家中的玩具，透過不同的組合重新

設計新的玩法，然後由家長以文字及相片記錄在工作紙上，並以

電郵形式提交給老師作記錄。 

☆ 老師搜集各小遊戲後，會輯錄成小冊子，派發給各家長分享。  

讓愛傳出去‧抗疫小勇士之家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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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語文學習樂趣多 

推行日期︰11/5/2020(一)至 22/5/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家人及祖輩 

 

活動目標︰ 

 透過進行親子遊戲，促進親子關係。 

 幫助家長在家支援子女從遊戲中愉快地學習，享受遊戲的樂趣。 

 兒童從遊戲中學習，提升語文能力及興趣。 

 

活動內容︰ 

☆ 由各班老師按各年齡發展的特徵設計有趣的語文遊戲。 

☆ 家長利用附件的語文遊戲與兒童一起玩耍，於完成遊戲工作紙後，

以電郵形式提交給老師作記錄。 

 

 為鞏固及提升兒童的語文能力，家長可鼓勵兒童向不同的家人和

朋友介紹語文遊戲的玩法，然後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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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抱抱爸媽‧親親爸媽懇親日暨親子手工活動 

推行日期︰N1︰19/6 (五) 3:00 -3:45、20/6 (六)11:15 -12:00 

推行日期︰K1︰26/6 (五) 11:00 -11:45、27/6(六) 10:45 -11:30 

推行日期︰K2︰26/6 (五) 3:00 -3:45、27/6(六) 11:45 -12:30 

推行日期︰K3︰20/6 (六) 9:45 -10:45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學會感恩，感謝爸媽對我們的照顧。 

 讓兒童表達對爸媽的關愛之情，促進親子關係及分享歡樂。 

活動內容： 

☆ 各班分時段進行網上「抱抱爸媽‧親親爸媽懇親日」，家長和兒童

透過親子手工活動-製作愛心口罩暫存套。 

☆ 家長和兒童進行親子遊戲。 

☆ 欣賞由老師以兒童的生活照製作的「抱抱爸媽‧親親爸媽大行動」

的片段，最後請兒童向爸媽說出愛的說話，如︰爸爸我愛你、媽

媽 I love you 等，並擁抱爸媽及送爸媽一個吻。 

 請家長於 5月 25 日至 5月 26 日，親臨本校領取所需物資，包括

口罩暫存套及圖案貼紙，並妥善保存至各班懇親日舉行的時段，

讓家長和兒童一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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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親親天主親親聖母 

推行日期：11/5/2020(一)至 26/6/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透過不同的聖經故事或歌曲，培養兒童對別人的關愛之心。 

 促進兒童與家人之間的了解。 

 學習聖母的謙遜及關顧別人的德行。 

 培養兒童向天主禱告的習慣。 

活動內容： 

N1 班︰ 

☆ 透過視像教學活動，由老師帶領家長和兒童祈禱，然後彼此欣賞

及誦唱天主教的歌曲，最後唸誦聖三光榮經作總結。 

☆ 家長於課堂後，請兒童與家人分享該歌曲，家長亦可錄影兒童在

過程中的表現，以電郵的形式提交與老師分享。 

K1~K3 班︰ 

☆ 請家長下載 RME星光廣播站的 APPS(見上圖)，家長可與兒童欣

賞各聖經故事及收聽相關的歌曲。 

☆ 老師以一首 RME 星光廣播站中或天主教的歌曲，透過視像教學

活動和兒童一起設計該歌曲的動作，然後請家長和兒童一起表

演。 

☆ 家長亦可和兒童一起唸誦天主經、聖母經或聖三光榮經，透過與

天主對話和祈禱，感謝身邊人的關愛，家長亦可錄影兒童在過程

中的表現，以電郵的形式提交與老師分享。  

讓愛傳出去‧抗疫小勇士之心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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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 

推行日期：11/5/2020(一)至 15/5/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認識抗疫的資訊、學習各種保護自己的方法。 

 培養兒童感恩的心。 

活動內容： 

☆ 家長登入右上角的QR CODE，和兒童一起觀看由教育局教育電

視製作的「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的有聲故事繪本。 

☆ 家長和兒童一起登入下列指定的 QR CODE，回答 google form

內與故事內容相關的問題，讓兒童學習做個抗疫小勇士。 

 
  

讓愛傳出去‧抗疫小勇士之關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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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疫境同行大行動 

推行日期：18/5/2020(一)至 29/5/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感恩的心。 

 透過實踐培養兒童關愛別人的心。 

 提升兒童的美感發展及創意思維能力。 

活動內容： 

☆ 家長和兒童參考「同心抗疫 你我出力」故事繪本，以防疫的小知

識(如︰勤洗手、戴口罩等)及感謝在疫情中幫助我們的人為題（如：

醫護人員、清潔工人、爸媽、校監、校長、主任、老師、嬸嬸等），

以設計書籤、心意咭及兒歌創作等形式表達，並於 6月 15 日(一)

前交回學校。老師將兒童的製成品，以張貼及派發形式向社區人

士宣揚疫境同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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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有你！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全體師生送贈 

2020 年 6 月 

 

活動三︰齊抗疫 分享愛 

推行日期：25/5/2020(一)至 12/6/2020(五) 

對    象：N1-K3 班兒童、家長 

活動目標︰   

 透過實踐培養家長和兒童關愛別人的心。 

活動內容： 

☆ 邀請家長義工於 5月 25 日至 5 月 26 日，親臨本校領取口罩暫存

套材料包(口罩暫存套及圖案貼紙)回家，並與兒童一起將貼紙貼

在口罩暫存套上(形狀貼紙可因應需要自行裁剪)，完成的口罩暫

存套須於 6 月 15 日(一)前交回學校。 

☆ 老師將各口罩暫存套送贈給醫護及其他幫助我們的人（如：清潔

工人、爸媽、校監、校長、主任、老師、嬸嬸等）。 

 歡迎家長主動與老師聯絡加入義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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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插畫師陳筱欣小姐 

為本校設計明愛抗疫小勇士貼紙 

 



 

 

 

 

 

 

  

明愛喜伴同行計劃網上家長講座活動預告 

講座二 

題目：如何培養子女的社交思考能力？ 

日期：2020年 6 月 13 日（六） 

時間：10:00am - 11:30am   

簡介：「社交思考」（Social Thinking）一詞是由美國語言及病理學家 Michelle 

Garcia Winner所倡議的一個概念，意思指當人與人共處時，人們一般都能靈

活自如地關顧到別人當下的想法、感受、觀點、動機、企圖和信念等等，同時

也能推敲到別人說話背後的真正意思，並作出合宜的回應。然而，對於有社交

溝通障礙（如：自閉症）的人士來說，社交思考卻是一門需要他們絞盡腦汁來

學習的課題。本講座會與家長解說「社交思考」的理念、說明如何可以藉

「 ILAUGH社交思考模式」更清晰地向子女剖析相關的社交技巧、分享建立子

女「社交思考」基礎能力的日常訓練；讓家長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子女於生活中

靈活地運用，從而改善他們的社交表現和行為。 

講座三 

題目：何謂「心智解讀」訓練？  

日期：2020年 7 月 4 日（六） 

時間：10:00am - 11:30am 

簡介：香港教育大學於 2019 年的研究發現，香港 3至 5 歲幼稚園學生，僅一

半能理解及代入別人的思維及信念，「心智解讀」能力遠低於同齡的英國兒童。

本講座說明「心智解讀」的理論和基礎架構，並提供相關的訓練策略供家長幫

助子女提升社交能力。 

講座一 

題目：如何培養子女的專注力？ 

日期：2020年 5 月 29 日（五） 

時間：2:45pm - 4:15pm 

內容：看電視同玩手機會影響專注力？專注力有問題是遺傳？成人專注力差過

金魚？甚麼情況才算有專注力不足？如何透過提升環境管理和動機調整幫助小

朋友拓展專注力？以上問題將會於講座裡一一解答，亦會與家長分享如何透過

實際的方法培育子女的專注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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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留意校方於家長廣播群組發出的網上報名表。 



 

 

 

由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設計 
身心抗疫小勇士 - 親子活動篇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psycho-educational_booklet_child.pdf 

身心抗疫 - 家長篇 
https://www.dhcas.gov.hk/file/Psycho-educational%20booklet_Parent.pdf 

 

女青年會 停課抗疫活動小冊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74qRHSpmgwOMeiXedt2l7FlqVuvZv/view  

 

新型冠狀病毒家長貼士/COVID 19 Parenting tips 
https://www.covid19parenting.com/chinese-traditional  

 

繪本-防控新型冠狀病毒兒童繪本 
http://www.ohpama.com/502458/ 

 

抗疫資訊齊分享 

親愛的家長︰ 

為鼓勵家長和兒童參與各兒童月活動，
兒童若完成指定數量的活動後，將獲發證書
及小禮物乙份，請踴躍參與。 

 

獲派發證書的準則如下︰ 

完成 8 個活動或以上︰抗疫小勇士金獎證書 

完成 4-7 個活動    ︰抗疫小勇士銀獎證書 

完成 1-3 個活動    ︰抗疫小勇士銅獎證書 

祝大家身體健康！主佑平安！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趙翠珊校長 

暨全體教師 謹啟  

~14~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psycho-educational_booklet_child.pdf
https://www.dhcas.gov.hk/file/Psycho-educational%20booklet_Parent.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C-74qRHSpmgwOMeiXedt2l7FlqVuvZv/view
https://www.covid19parenting.com/chinese-traditional
http://www.ohpama.com/502458/24parent/%e5%8c%97%e4%ba%ac%e8%a8%ad%e8%a8%88%e5%ad%b8%e9%99%a2%e5%89%b5%e9%98%b2%e6%8e%a7%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5%85%92%e7%ab%a5%e7%b9%aa%e6%9c%ac/
http://www.ohpama.com/502458/24parent/%e5%8c%97%e4%ba%ac%e8%a8%ad%e8%a8%88%e5%ad%b8%e9%99%a2%e5%89%b5%e9%98%b2%e6%8e%a7%e6%96%b0%e5%9e%8b%e5%86%a0%e7%8b%80%e7%97%85%e6%af%92%e5%85%92%e7%ab%a5%e7%b9%aa%e6%9c%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