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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1. 「抱仔走火警(延展)」已順利於 2020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舉行。 (相片請參閱頁 12) 

2.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9-10 月)」已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如期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 (相片請參閱頁 11) 

3. 「家長會(一)」已於 2020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 如期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 (相片請參閱頁 11) 

4. 「多馬 DADDY MAMMY 會(一)及義工聚會」已於 11 月 14 日(星期六) 舉行，謝謝家長踴躍參與。 

假期預告 

1. 聖誕節假期及中心工程為 2020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至 12 月 31 日(星期四)，元旦假期為 2021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工程後大清潔為 1 月 2 日(星期六)，１月 4 日(星期一) 如常服務。 

活動預告（如因應疫情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1.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11-12 月)」：12 月 17 日(星期四)。 

2. 「齊賀主降生」：12 月 18 日(星期五)。 

3. 「家長會」： 1 月 30 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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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正是本中心 60 周年的大日子，雖然受着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一切慶祝活動和慶典也因避免聚集而取消，

但中心仍一直為有需要家庭提供託兒服務，並嚴格監管及執行

環境衛生，確保嬰幼兒間的社交距離，讓雙職家長得到支援。  

 
今次反反覆覆的疫情，不但影響整個香港，甚至全世界，

讓我體會到「珍惜」是可貴，身邊所有的亦非「理所當然」，就

連想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也只可在家享受，每次出門前，總記 

著要佩戴口罩，帶備消毒搓手液，回家要馬上更衣洗澡，而走入商店、食肆或超市前，也要合作

地測量體溫，這些動作已逐漸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此外，平日慣常的家庭聚會也相繼減少

了，大家只能透過即時通訊程式互相問候和連繫，就連一向抗拒接觸電子科技的母親也學懂用智

能電話與我們視像溝通，噢！實在意想不到！ 

曾麗怡 中心主任 

    這大半年間，最受影響是我們的孩子，因為大家要戴上口罩，孩

子連我們的樣貌、笑臉也看不見，語言訓練亦主要靠他們的聽覺去掌

握語音和咬字的技巧繼而表達，在需要糾正和跟進時，確實出現困難。

另外，嬰幼兒是需要四周探索去認識身邊的事物，在學行後，他們必 

須多加體能的鍛鍊，強化肌肉和張力，以促進其協調和活動的能力，故此，在疫情限制下，我們

鼓勵家長每天與孩子在家多練習爬行、攀爬、向上伸展及在平坦地方跑步等運動，這有助強健體

魄之餘亦可改善姿勢。大家有沒有瀏覽本中心網頁的影片呢？自停課期間，中心活動和聚會減少

了，我們便開始定時拍下短片，包括：親子遊戲、律動、故事、教學、幼兒生活片段和全體家長

會等…供大家隨時欣賞，繼續掌握孩子每個階段的發展與學習，並了解最新資訊，共同帶領幼兒

成長。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和全體同事不懈的努力和配合，讓多馬在艱難的疫情上，有效做

好各種感染控制措施，保障孩子的健康，期望疫情早日消退，讓我們再可在擴闊的草坪上，與孩

子們一起愉快地追逐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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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證國際安全學校 

榮獲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舉辦之

「職」極參與安健計劃 2019/20

「至尊安健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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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寶寶的需求表達，讓他找到安全感後再慢慢調整回應強度及頻率 

如果寶寶晚上起來哭時，完全不理她、讓她哭到累了睡著，孩子感受到的是，情緒不好時，沒有

任何人了解、也沒有人來幫忙，若是類似的經驗持續累積，也會影響到寶寶對人的信任及安全感。因

此可以先確認寶寶的需求，加以安撫，讓寶寶感到安全後，再依據寶寶的狀況、協助寶寶自我安撫

後，循序漸進減少回應的強度跟頻率。 

寶寶時常在半夜醒來後嚎啕大哭， 

 小孩晚上醒來哭就應該要讓他自己哭到再次睡著? 

 如果媽媽因為寶寶哭就去找她，以後寶寶就會覺得晚上哭會受到關注，

於是越來越愛在晚上哭？ 

睡眠專題 

檢視寶寶晚上容易醒來的原因： 

1. 年齡小於四個月：  

四個月以前的寶寶睡眠型態本來就跟成人不同、容易在夜間醒來或餓了需要喝奶。 

 

2. 基本生理需求是否滿足：  

是否肚子餓、身體不舒服、尿布濕了、睡覺的環境或床不舒服等。 

 

3. 是否有心理需求：  

例如被聲音嚇到。 

 

4. 是否正經歷分離焦慮時期：  

正在建立依附關係（5 個月至 1 歲）的寶寶會經歷一段很依賴照顧者的時期，有可能會影響到晚

上睡眠，醒來發現照顧者不在時會感到不安。 

 

5. 生活變動：  

生活環境及人變動得太頻繁也會導致睡眠習慣受到影響。 

 

6. 照顧者及家人的情緒： 

若照顧者本身情緒起伏或跟家人之間的關係有變動，較為敏感的寶寶會較容易因此感到不安、進

而影響到睡眠習慣。 

 

7. 是否曾不當處理導致寶寶已有不適切的睡眠習慣： 

例如要抓著媽媽的耳垂才能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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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寶寶的規律睡眠習慣 

寶寶的規律睡眠作息問題經常困擾著許多照顧者，想要寶寶建立規律睡眠好習慣，依據月齡差異建議

如下： 

 

1-3 個月 - 日夜尚無明顯差別的新生兒階段 

在寶寶有點想睡但仍清醒時， 就要把寶寶放在床上，不靠任何外力睡著 

⚫ 家長可以先觀察寶寶想睡時的行為徵兆，晚上讓寶寶準備睡覺時，無論是輕搖寶寶、抱著想

睡覺的寶寶等等哄睡覺的動作，一定要在寶寶有睡意的時候，像是安靜下來不再哭泣、眼睛

還沒閉上睡著但恍神茫然想睡時，就把寶寶緩緩放下來在床上自己睡著，抱著哄睡過程中可

以讓寶寶跟媽媽中間隔著有媽媽味道及溫度的小毛巾，以免一放在床上寶寶感覺到從溫暖的

懷抱變成冷冷的床而馬上清醒過來喪失睡意。 

⚫ 盡量避免讓寶寶在媽媽的懷中、或是喝奶喝到睡著、輕搖床到入眠等，否則寶寶容易將家長

在睡前做的事情制約成睡前甚至是睡眠必備的舉動，若不這麼做就無法睡覺。 

⚫ 睡眠中斷時，發現情境不一樣就會哭泣，希望照顧者再以同樣的方式才能入眠、無法自己睡

回去，這也是許多爸媽們養育新生兒時遇到的主要問題。 

 

 

 

 

8. 天生氣質影響： 

有些寶寶的確在生活作息上較不規律、或是情緒反應強度比較大、對外界刺激較為敏感、不容易

自我安撫等等。寶寶照顧起來很辛苦，又常常面臨世俗及外人的批評及指點，家長如已調整仍有

困難，就不需要再給自己過多的壓力要求寶寶要一覺到天明。 

 

這類型的寶寶需要明顯的日夜環境線索、規律一致的作息、堅定一致的態度、與家長磨合找到彼

此都能接受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時間」。 

利用日夜環境線索鼓勵孩子在夜間睡眠 

白天：  

⚫ 保持室內空間明亮，父母也正常進行平日的活動，不需要刻意降低音量；寶寶清醒時也

多多與他互動遊戲。 

晚上：  

放暗燈光、動作放慢、降低音量及其他刺激。 

⚫ 而睡覺時跟成人不同的是，相較於寂靜無聲的房間，類似子宮內的環境（被包緊、有聲音） 

是較容易讓寶寶感到安全的，過於安靜反而讓較敏感的寶寶覺得被隔離而感到不安。 

⚫ 但每個寶寶的狀況略有不同，也有寶寶不喜歡被包緊或易受聲音影響，需要父母多多觀察寶

寶的狀況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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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半夜醒來時，安撫以及互動的時間及強度都要降低，讓寶寶逐漸區分日夜的差別。 

⚫ 此階段的孩子半夜容易頻繁醒來以及需要餵奶是正常發展。 

 

4-12 個月 

在此階段大部分的寶寶都可以在晚上睡 9-12 個小時，並且在白天小睡 0.5-2 小時。6 個月大的

寶寶就逐漸可以睡過夜了，大多數寶寶到了 9 個月幾乎都可以一覺到天明，少數寶寶需要較長的

時間才能達到穩定規律的作息。此階段的建議如下：  

 

建立規律的日夜作息 

⚫ 除了 1-3 個月的日夜環境線索可以繼續延續外，鼓勵寶寶在白天活動、多與寶寶互動，盡量

維持規律的日夜作息，固定的睡覺時間、午睡時間。 

 

持續鼓勵寶寶自己入眠並建立一致的睡前儀式 

⚫ 在寶寶睡覺前，家長可以依據自家的狀況跟孩子特質選擇一個適合的「睡前儀式」，指的是每

次睡覺前一定會發生的事情，讓寶寶逐漸制約做完這些事情就是準備睡覺了。 

⚫ 常見的睡前儀式有刷牙、說故事、洗澡、關燈、關門說晚安等等。重點在於讓寶寶習慣做完

這個動作就是睡覺了，每次睡前的儀式都需要一致、沒有例外。 

⚫ 可以選擇最簡單的「說晚安→關門→睡覺」，也可以是「刷牙→說故事→睡覺」。 

⚫ 建立良好的睡眠儀式可以幫助寶寶醒來時再度入眠，並建立良好的睡眠習慣。 

 

佈置良好且一致的睡眠環境，提供讓孩子有安全感的物品 

⚫ 良好的睡眠環境像是舒適的溫度、安靜昏暗的房間、一致的小床、棉被跟周遭的佈置等；並

鼓勵孩子有個熟悉味道、喜歡的小毯子或娃娃等等陪伴睡覺提供安全感。 

 

每個家庭跟寶寶都有各自適合的生活模式 

⚫ 寶寶的睡眠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每個家庭的環境、家庭成員、父母及寶寶特質都不同，

有時候只是需要時間磨合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生活模式，不需要嚴格要求寶寶一定得訓練成

完美規律作息與習慣。 

⚫ 因此雖然有建議的方法，但是沒有適合每個家庭的標準答案。無論嘗試哪種方法，請記得同

時照顧寶寶的安全感需求，過程中寶寶需要感到安全與被支持。 

 

** 以上資料節錄自《用愛教出快樂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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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入學的嬰幼兒已漸漸適

應中心的生活，開心地遊戲！ 

不同的感官活動如︰治療球、軟

毛刷刷身體、嬰兒按摩，能促進

他們各大範疇的發展。 

在吹泡泡遊戲中，嬰幼兒開

始懂得嘗試用手觸摸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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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樂趣多 

口肌訓練有助

語言發展 

探索麥皮真好玩! 

齊賀中秋佳節 

多元化大肌肉活動，可以提升

我的平衡感和肌肉的張力。 

自理：學習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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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會以唱遊及說故事的形式，教導我們

正確洗手的方法、戴口罩等衞生常識。 

我們正學習握匙進食及用杯喝水，進食後

自己拿紙巾抹嘴，這練習可促進自理能力

的發展呢！ 

老師每天設立不同的遊戲角，例如：感官角、大肌肉區、小肌肉

角、Ｌｅｇｏ拼砌樂、娃娃角等。 

我們會分成小組入角，與同伴一起探索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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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慶中秋! 

學習自理是幼兒的生活之一。 幼兒樂於參與小肌肉遊戲及訓練。 

大肌肉遊戲及齊來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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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竣喬在聖多馬幼兒中心學習已經超過一年了，從手抱
嬰兒成長到現在跑跑跳跳，每天健康快樂，學校的主任、老師、
社工及工友們功不可沒！小、中、大組的老師常常跟我們聯繫
溝通，告知竣喬在學校的情況，讓我們知道如何一起教導竣喬，
令身為新手父母的我們倍感安心。 
 
竣喬在聖多馬能接觸很多小朋友，每天一起成長，學習與人相
處，相信比在家獨自玩耍更開心。除了玩遊戲，老師們也會幫
助竣喬身心全面發展，他的進步與老師們的教導息息相關。每
次竣喬回到學校時都站不住腳，還沒拿好書包就走進教室，可
以看出他很期待上學呢！ 
 
疫情持續已經超過半年了，能夠上課的日子大大減少，無論中心上下、家長跟幼兒也受到重大考
驗。幸好學校會根據疫情狀況實施不同措施，校園也打掃得乾乾淨淨，送竣喬回校也較安心了。
不能上課的日子感謝老師們常常致電關心，今後我們繼續一起努力，相信很快可以除下口罩見面
的！ 

 
 

竣喬爸爸媽媽 
 

 



 

家長通訊 頁13 

  

嘉祈入讀聖多馬已經足足一年了！ 

再一次衷心多謝曾主任！在我們家最困難、最需要

幫助的時候可以讓嘉祈入讀幼兒中心，讓家人可以騰出

人手去醫院照顧弟弟，讓弟弟可以盡快康復出院回家。 

 

其實一開始我提出要嘉祈在八個月多的時候就上

學，家中長輩都不太贊成。擔心小朋友年紀小上學不適

應，又怕會容易病等等各種擔憂。但在我和爸爸的堅持

下，嘉祈還是踏進了聖多馬，在聖多馬開展了他人生第

一個學習階段。 

 

嘉祈從上學每天「喊到唔喊」；從只會咿咿呀呀到

識叫公公、婆婆、爸爸、媽媽、弟弟；從只會爬來爬去

到識行識跑識跳；只會用奶樽到懂得自己拿著匙羹吃粥

粉麵飯。這所有看起來也不過是如此簡單的事情，但是

能夠見證嘉祈一點一滴的進步，全家都感到很欣慰，現

在公公婆婆還會極力向親戚們讚賞和推介聖多馬。 

 

多謝曾主任和何老師、卓老師、珮琪老師、溫老

師、張老師、賴老師、楊老師、Mimi 老師和其他老

師、工友的關愛和教導，大家一起見證了他的成長和

進步。 

 

新學年開始了，希望嘉祈在聖多馬繼續每日都開

開心心。 

 

嘉祈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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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謙來到中心已經一年多了，由一個八個月大的懵懂小嬰兒，在中心得到主任和老師們的悉

心照顧，現在已經是二十個月大、會蹦蹦跳的小男孩了。我倆都是全職上班族，家裏沒有傭

人，也沒有外祖父母幫忙照顧寶謙，當初收到中心的入園通知，非常高興，放心不少！ 

 

小寶謙出生時個子比較小，我們都擔心他的發育能否跟上進度，有賴中心非常好的膳食安排，

讓寶謙每天都可以營養滿滿，現在長得非常健康。寶謙從小就有發高燒時容易抽筋的問題，

需要時常注意體溫，非常感謝老師們的關愛照顧！ 

 

我們很喜歡中心每天有規律的各種活動安排，而且活動都按著小朋友的發展來設計，從大小

肌肉訓練以至自理能力的培養等，現在寶謙都學會了很多，如：滑滑梯、跳彈床、爬爬架、

疊圈圈積木、把玩具車排得整整齊齊、貼貼紙、用顏色筆畫畫、用湯匙吃飯、穿鞋等，還有

認知學習，現在他已經能認出身體的各部分、各樣日常常用的物件、說出很多生字、跟別人

打招呼說再見、能理解指令並做出回應等，他的進步都讓我們很驚訝！ 

 

寶謙也學會了分享和友愛，他會把喜歡的食物分給爸爸媽媽吃，和我們一起玩最愛的玩具，

在公園時會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踢球，這大概是和大伙小朋友一起成長所學來的。他還學會體

貼別人，例如：早上會拿眼鏡給我，還小心翼翼地打開、給爸爸拿水樽、溫柔地撫摸貓貓等，

這一點一點都教我們感動，孩子在不經不覺間就長大了！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寶謙學懂了很多，我們見證著他的成長，感動不已！真心感謝中心的主

任和老師們對寶謙的愛護和照顧，謝謝妳們！ 

 

 

寶謙的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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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將於收到意見後三個工作天內聯絡閣下， 

並於二十個工作天內回覆閣下有關意見之跟進。 

 

 

 

   幼兒姓名：                   家長姓名：             

   組    別：                   日    期：             

各位家長如對本中心運作或家長通訊有任何意見，歡迎撕下本頁，及將意

見記錄在意見欄內，交回中心主任或投入大堂意見箱中。謝謝寶貴意見！ 

督 印 人 ：謝玉鳳 

編輯小組 ：曾麗怡、温曉彤、卓玉梅 

出版日期 ：2020 年 11 月份（第一版） 

印刷數量 ：30 份  

鳴    謝 ：莊竣喬家長、張嘉祈家長、郭寶謙家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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