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2019至 2020年度愛心與關懷活動特刊 
主題：「讓愛傳出去」 

 

 

 

 

 

 

 

 

 

 

 

 

 

 

 

 

 

 

 

 

 

 

 

 

 

 

封面設計：K3班李心悅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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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轄下各幼稚園及幼兒
學校，於每年聖誕期間均會舉行「愛心與關懷活動」。
藉著期待及紀念耶穌的降生，讓兒童學習效法耶穌所作
的德行，透過不同的活動促進兒童與他人彼此關懷、愛
護，並頌揚喜悅的生命。 

 
    本年度的主題是「讓愛傳出去」，並將主題分為四
個部分：「讓愛傳出去‧愛在校園」、「讓愛傳出去‧
愛在家庭」、「讓愛傳出去‧家校共融」及「讓愛傳出
去‧愛在社區」。本校期望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兒童嘗
試由自己出發，先學習愛自己，再向父母、祖輩及社區
人士等宣揚彼此相愛，互相關懷的信息，從而達到耶穌
愛人如己和推己及人的德行，帶動身邊的人也學會關愛
別人，欣賞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營造一個相親相愛、
和諧共處、充滿喜樂的家庭及社會。 

 
    為了幫助兒童塑造健康的身心靈，我們誠邀家長與
本校攜手合作，鼓勵兒童從生活中實踐天主的德行，將
愛散播於每一個家庭，期望各家長及各祖輩積極參與我
們的活動，讓我們共同以生命影響生命，傳揚耶穌的大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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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小小聖嬰將來臨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9/12/2019   

對    象：N1-K3班兒童 

 

活動目標： 

 兒童知道主耶穌降生的意義。 

 感受主耶穌即將來臨的氣氛，把愛和希望的訊息傳揚開去。 

 

活動內容： 

- 為了準備聖誕節的來臨，學校根據天主教的禮儀在聖誕節前四星期定為將
臨期。 

- 老師與兒童分享小耶穌降生的聖經故事，讓兒童明白聖誕的意義並鼓勵兒
童實踐好行為，過一個有意義的聖誕節。 

- 老師在學校設置宗教角，喻意為小耶穌的來臨作好準備，並懷著醒寤、盼
望、喜悅的心情，迎接祂的來臨。 

 

活動（二）加添創意家添愛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13/12/2019 (共兩週) 

對    象：N1-K3班兒童 

 

活動目標： 

 兒童知道家人對家庭的重要性。 

 兒童能說出一些向家人表達愛意的方法。 

 

活動內容： 

- 老師透過故事分享和談話活動，與兒童討論家人如何照顧他們，讓兒
童感受家人對他們的愛及關懷。 

- 老師透過情境圖片或故事繪本，與兒童分享內容後，讓兒童發揮創意，
設計愛心花贈送給家人，表達愛意。  

讓愛傳出去‧愛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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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童欣賞   以愛傳愛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9/12/2019 

對    象：N1-K3班兒童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愛德及彼此關愛的精神，讓兒童間學會互相欣賞及鼓勵。 

 兒童能夠欣賞身邊的同伴。 

 

活動內容 

- 活動首日由老師選出值得欣賞的兒童及為其配戴愛心小襟章作示範。獲得
愛心小襟章的兒童會於翌日選出一位班內兒童，說出該名兒童值得欣賞的
好行為，把愛心小襟章轉送給同伴並拍照留念，將愛傳出去。 

- 兒童放學前會把愛心小襟章交回老師保管。 

 

 
 
 
 
活動（四）關愛天使齊禱告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9/12/2019 

對    象：N1-K3班兒童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對家人的關愛之心。 

 促進兒童與家人之間的了解。 

 

活動內容： 

- 每星期每位兒童獲發一張代禱紙，兒童需以行動關心家中的親人，如︰爸
媽，祖父母等，並在老師協助下，在代禱紙上記下關心的句語。然後與老
師及同伴分享，互相代禱。 

- 老師將代禱紙張貼在課室內的愛心樹上，讓各家長於親子聖誕慶祝會中互
相分享及欣賞，以達致「讓愛傳出去」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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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童心禱告分享愛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9/12/2019 

對    象︰N1-K3班兒童及家長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對別人的關愛之心。 

 促進兒童與家人之間的了解。 

 

活動內容︰ 

- 每位兒童獲發童心禱告分享愛小冊子(詳見附件一)，兒童需以行動關心家中
的親人，如:爸媽，祖父母、同伴、老師等，並在家人協助下，說出對親人
及同伴等的代禱需要，並以誦讀經文、聆聽聖詠或金句作結，由家人以貼
紙或公仔印章完成紀錄，然後逢週一帶回校與老師及同伴分享，互相欣賞
及代禱。 

☆ 若家長與兒童每週能進行三次或以上的禱告，老師會以貼紙或公仔印作獎
勵。凡完成以上目標的兒童皆獲小禮物乙份。 

☆ 家長可下載以下網址欣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MF6zL9FMqI 

 
 

聖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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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傳出去‧愛在家庭  



 
 

 
 
活動（二）親子聖誕吊飾齊共創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13/12/2019 (共兩週)  

對     象：N1-K3班兒童及家長 

 

活動目標︰ 

 讓家長及兒童認識聖誕節的真正主角及意義。 

 增加家長與孩子互動的機會，促進親子關係。 

 

活動內容︰ 

- 老師透過星光伴我宗教書及光鹽叢書與兒童分享耶穌誕生的故事，讓兒童
認識聖誕節，誠邀家長在家與兒童一起製作聖誕吊飾，帶回學校作分享及
作課室佈置之用。 

 

 

 

 

 

活動（三）語文學習樂趣多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9/12/2019 

對    象︰N1-K3班兒童、家長及祖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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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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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完成遊戲工作紙，並於
30/12/2019交給班老師。 

☆ 所有完成工作紙之兒童，均會獲得小禮物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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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愛我的老友記 

推行日期︰N1︰19/12/2019  K1︰17/12/2019  

K2︰18/12/2019  K3︰11/12/2019 

推行時間︰3:00p.m.~4:30p.m.  

對    象：N1-K3班兒童及家中長者 

 

活動目標： 

 透過「做中學、互分享」的模式鼓勵以行動在生活中表達關愛。 

 透過跨代活動，強化家庭關係以締造家庭凝聚力。 

 讓兒童表達對家中長者的關愛之情，促進跨代共融與和諧。 

 培養兒童尊敬及孝順長輩的美德。 

 

活動內容： 

 邀請長者和兒童在校合作製作及品嚐茶點。 

 鼓勵兒童向長者說出一些關愛的說話及拍照留念。 

請填寫附件的回條交回學校。 

(如長者未能出席，將由老師協助製作，並讓兒童帶回家與長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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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童心齊做好行為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7/12/2019 (共四週) 

對    象：N1-K3班兒童及家長  

活動目標︰ 

 培養兒童愛德及彼此關愛的精神，讓兒童間學會互相欣賞及鼓勵。 

 培養兒童良好的生活習慣，讓兒童能在鼓勵和讚賞中建立自信和責任感。 
 
活動內容︰ 

在校︰ 

- 老師與兒童一起商討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彼此相愛的行為，然後訂定好行為

目標及付諸實行。老師會製作一張「童心齊做好行為紀錄表」，記錄兒童的

表現，以貼紙或蓋印的方式作為獎勵。 
在家︰ 

- 每位兒童獲發一本「童心齊做好行為紀錄冊」，家長根據紀錄冊內容，鼓勵
兒童達到所訂的目標。如兒童能做到，家長可在紀錄表上以貼紙或蓋印作
奬勵，並於下星期一帶回學校作分享。 

 

活動（二）︰親子樂悠悠之小眼睛看大世界 

推行日期：3/2020至 4/2020 

對    象：N1-K3班兒童及家長 
 
活動目標： 

 家長及兒童能互相了解，從中學習如何相處，加強家庭成員彼此的關注及

連繫，享受親子樂。 

活動內容： 

 學校會邀請家長陪同兒童一起參加由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老師會帶領他

們遊覽旅行地方，亦會設計集體遊戲及親子遊戲從中學習如何相處，加強

家庭成員彼此的關注及連繫，並享受親子樂。 

☆ 詳情請參閱日後派發的通告 

  

讓愛傳出去‧家校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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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愛心花互傳送 
 
推行日期：2/12/2019 至 27/12/2019 (共四週)  

對    象：N1-K3班兒童、家長及祖輩 

活動目標︰ 

 透過「做中學、互分享」鼓勵以行動在生活中表達關愛。 

 透過跨代活動，強化家庭關係以締造家庭凝聚力。 

 培養兒童尊敬及孝順長輩的美德。 

 向區內人士宣揚彼此相愛、互相關懷的訊息。 

 

活動內容︰ 

 兒童於心形圖案上製作或繪畫關愛的圖畫。 

 請兒童於報佳音時送贈給區內的長者及不同的人士，以達致「讓愛傳出去」
的美德。 

 

 

跨代同創愛心花 
 
製作日期︰13/12/2019(五) 

製作時間︰10︰00a.m.~12︰30p.m 

對    象：N1-K3兒童的家長和祖輩 

活動內容： 

 邀請家長及祖輩的義工到校協助製作愛心花。 

 

  

讓愛傳出去‧愛在社區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愛心與關懷活動

2019-2020 
讓愛傳出來 

愛心花傳遍翠林 

愛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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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常在社區系列 

對    象：N1-K3兒童及家長 
活動目標︰ 
 讓兒童與家長一同歡度快樂的聖誕節。 
 與社區人士、家長及兒童分享盼望和喜樂，把主耶穌誕生的喜訊傳揚開去。 

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活動內容 

愛心禮物齊送贈 7/12/2019(六 ) 

 誠邀家長捐贈禮物送贈區內長者，多少不拘。 

 邀請義工家長到校包裝禮物，讓各班兒童於報

佳音活動中送予區內長者。 

聖誕歌聲頌主恩 

地點：保良局黃祐祥 

紀念耆暉中心 

12/12/2019(四 ) 

上午 10:00-10:30 

由老師及家長義工帶領 K3班兒童前往保良局黃

祐祥紀念耆暉中心及 K2 班兒童前往香港認知

障礙症協會向長者報佳音、獻唱聖誕歌及送贈

愛心禮物包。 聖誕歌聲頌主恩 

地點：香港認知障礙症

協會 

16/12/2019(一 ) 

上午 11:15-11:45 

長幼同樂日 
16/12/2019(一 ) 

下午 2:00-3:30 

邀請明愛將軍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到校

參加「長幼同樂日」活動並與全校兒童聯歡，兒

童藉著歌曲及祝福以表達對長者的關心，並由家

長義工協助長者聚餐及派發禮物給各長者，讓他

們感受愛和關懷。 

朝聖活動 

地點：坑口聖安德肋堂 

17/12/2019(二 ) 

上午 10:00-11:30 

由老師及家長義工帶領 K2 K3 班兒童到坑口聖

安德肋堂參與朝聖活動，並由聖堂導賞員帶領

兒童及家長義工認識聖堂內的設置、相關的聖

經故事、宗教儀式及感受聖誕節的氣氛。 

(*因旅遊巴的座位人數有限，家長義工需自行前往聖

堂，集合時間為 9:50a.m.) 

聖誕歌聲頌主恩暨 

愛心花互傳送 

地點：翠林商場 

18/12/2019(四 ) 

上午 10:00-11:00 

由老師及家長義工帶領 K2K3 班兒童前往翠林

商場向社區人士報佳音、獻唱聖誕歌，於表演

後，由家長義工陪同子女派發愛心花給商場內

的長者及商戶。 

「讓愛傳出去之 

語文學習樂趣多」 

暨 

親子聖誕慶祝會 

21/12/2019 

N1K1班： 

上午 09:00-10:45 

K2K3班： 

上午 11:15-13:00 

 邀請家長與兒童到校參加不同的語文遊戲攤

位、兒歌表演及美食茶聚。 

 兒童頌唱聖詩，讓大家共同歡度聖誕佳節。 

(詳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備註：如各活動家長義工報名人數眾多，校方將抽籤決定參加者。 

詳情請參閱日後貼張的義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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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傳出去‧愛在社區 



 
 

 

                                        

 

 
 

 

 

聖誕假期：2019年 12月 24日(下午)至 12月 26日 

2019年 12月 27日(星期五)兒童照常上學 

   新年假期：2020年 1月 1日(星期三) 

2020年 1月 2日(星期四)兒童照常上學 

 

               祝：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主賜平安！ 
 
 

 
特刊組成員：趙翠珊校長 

甄綺琪老師 
黃小桐老師 
劉慧儀老師 
梁凱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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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設計：K3班 

岑俊熹小朋友、陳柏源小朋友 

曾琬霖小朋友、陳晞洛小朋友 

曾嘉盈小朋友、鄧懿謙小朋友 

楊雅喬小朋友、曾裔婷小朋友 

黎駿熙小朋友、曾裕軒小朋友 

溫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