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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1. 家長學堂已於 2021 年 6月 5日(星期六) 順利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相片請參閱頁 9) 

2.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5-6月)已於 2021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 順利舉行。(相片請參閱頁 9) 

3. 2020-2021年度畢業典禮已於 2021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順利舉行。(相片請參閱頁 8) 

4. 多馬 Daddy Mammy 會(四)及家長諮詢會已於 2021 年 7月 17日(星期六) 順利舉行。(相片請參閱頁 8) 

5. 新生家長簡介會已於 2021年８月 13 日(星期五) 順利舉行。(相片請參閱頁 9) 

6.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7-8月) 已於 2021年 8 月 23 日(星期一) 順利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相片請參閱頁 9) 

假期預告 

1. 中秋節翌日假期為 2021 年 9 月 22日(星期三)，中心休息 1 天；2020 年 9 月 23 日(星期四) 如常服務。 

2. 國慶日假期為 2021 年 10 月 1日(星期五)，中心休息 1 天；2021年 10 月 2 日(星期六)如常服務。 

3. 重陽節假期為 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中心休息 1 天；2021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如常服務。 

活動預告 

1. 抱仔走火警(日託)將於 2021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舉行。 

2. 「嬰兒按摩實務課程 2021」將於 2021年 9月 25日(星期六)舉行。 

3.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9-10 月) 將於 2021年 10 月 7日(星期四) 舉行。 

4. 家長會將於 2021 年 10月 30 日(星期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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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潘諾行家庭 

提防安居意外生， 

小手不向門罅伸， 

爐火熱水勿行近， 

電掣窗花要關緊。 

亞軍：馮祉潼家庭 

家居意外常發生， 

家長事事要小心。 

衞生同樣要上心， 

屋企安全又衞生。 

季軍：黃柏睿家庭 

寶寶頭仔易撞到， 

家居角位要包好， 

床邊圍欄要上好， 

家居安全易做到。 

可掃描 QR瀏覽精彩短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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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轉眼間，寶寶已漸漸長大，除了身體長高了

外，他們各方面的發展同樣也增進了不少，例如，在小肌肉

發展方面，大部分寶寶已懂得拍手、翻揭硬皮書，而一些年

齡較大的寶寶在運用前三指拿取物件和塗鴉的技巧也漸見

成熟起來，他們已能運用蠟筆繪畫、蓋公仔印章和玩疊積木

的遊戲。 

在語言方面，他們多了不同的發音，例如，部分寶寶已

學會了說:「包、爸、媽、得、波」等單字，同時也明白簡

單的指令，從而作出相關的回應和動作。 

在大肌肉方面，他們大部分已能扶物站立，有些更加可

以自行走路、開步跑了，活動能力大大提升。 

九月份寶寶將會升組，展開新的學習階段，期待他們一

點一滴的進步和繼續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寶寶們，加油！

努力！ 



 

家長通訊 頁4 

 

在這一年來，感恩能成為你們的老師，能

夠在歡笑聲陪伴你們成長，看著你們不斷的進

步，老師感到十分欣慰，你們快要升組或畢業

了，祝你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繼續努力！ 

我們經常進行不同的感官培育，例如：探索新鮮

蔬菜、冰粒、剝蛋殼、感受濕和乾的海棉等等。 

除了感官培育，老師會與我們玩不同的音樂遊戲

和大小肌肉遊戲，促進我們多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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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不知時日過，轉眼間已經是炎炎夏日了，幼兒們有豐

富的學習，包括認識夏天的活動，觸摸和品嚐夏天的食物，例

如: 做小廚師自己製作果醬芝士三文治及水果幻彩沙律等，除

此以外，老師更嘗試與他們一起製作鮮果汁：有酸酸的檸檬

汁、美味可口的雜果賓治及清甜消暑的西瓜汁，幼兒們品嚐得

津津有味! 此外，老師還預備了一個大水池並放滿細膠粒，讓
幼兒在池裡嬉戲，感受夏天游泳的樂趣，製造一片歡樂。 

在這一年，見證了這群活潑可愛的孩子漸漸地長大、也進步

了許多，欣賞他們用心努力學習，欣賞他們相親相愛，更欣賞他

們主動嘗試……願這班小寶寶升上 N班後，繼續努力學習，常存

感恩和喜樂的心，並勇於面對困難和挑戰，做個愛神愛人，充滿

喜樂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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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 N班的小朋友，恭喜你們畢業了！還記得開學當天你們

背著書包，穿著整齊夏季校服進入課室的樣子，對 N班的一切都

感到十分好奇！一年後，你們依然穿著這套校服，但已經長高了

許多，也成熟了不少！即將要與你們說再見了，心中很是不捨，

看見你們各方面的進步，每天都能在開心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和遊

戲，實在令我們感到十分欣慰！ 

快將踏上另一旅程的你們，不知會否對未來的學習環境充滿

期待呢？還是仍會掛念多馬這個熟悉的大家庭生活？無論如何，

相信你們已經裝備好自己，迎接新的校園生活！ 

幼兒的成長路上包含了學習和被愛，也充滿了關懷和祝福。

不論是幼兒、家長還是老師，都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使自

己做得更好。希望即將升上幼稚園的畢業生，能懷著永不放棄的

精神，在你們的成長路上勇往直前，這是我們簡單而又真摯的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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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儀博士換上職員制服，體驗教職員工作。 

餵ＢＢ飲奶 

講故事 

圖工作品完成 

圖工製作中 

部分相片節錄自「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55周年 - 反轉。Job體驗 (總幹事 李正儀)」 

https://youtu.be/SeyAZFddEh4 

帶領運動 
 

玩泥膠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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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諮詢會後，老師與家長們一起扭
氣球及進行手掌拓印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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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每位家長進行面談，老師能
講述嬰幼兒平日在校表現、孩子在
成長上的學習和挑戰，與家長共同
見證他們邁不同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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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2020 年 1 月中，正當我們在惆悵產假後仍未找到人照顧宏恩之際，

便收到中心來電 2月有位讓宏恩入讀。 

宏恩入讀之時，正是疫情的開始。疫情之下，幼兒的活動相對減少。然而十分感

謝中心一直提出各方面的計劃，於配合感染控制措施的情況下，仍盡其所能滿足幼兒的

需要以及讓家長們參與各式其式的親子活動。 

感謝整個多馬團隊，使我們這些雙職父母可以安心工作，完全不用掛心。雖然未

必有機會和每位老師或姐姐交流接觸，但入到中心就能感受到你們各人對幼兒的關愛。 

感謝中組的卓卓老師、琪琪老師及何老師。在我們眼中，宏恩是個很有個性的小
朋友，謝謝你們過去一年對宏恩的愛錫和耐心。 

感謝細組的欣欣老師。猶記得宏恩於七八個月大時體重過輕，跌出生長線，謝謝

你殷切地和我們商討改善事宜。 

感謝負責延展的 MIMI 老師，有不少次要你等我們才可放工呢^^”。 

感恩宏恩可以在多馬成長，願多馬的每一位主恩常在。 

想起在語晉剛剛九個月大就入讀聖多馬時，我們少不免有很多憂慮，擔心他面對陌生環境和老師不適應，
不斷哭鬧，非常感謝細組的欣欣老師、中組的珮琪老師、何老師和卓老師每次反饋語晉在校情況，令我們逐漸
放下心頭大石！ 

作為新手父母，在照顧小朋友很多時都會遇上困難，感謝中組老師用心瞭解語晉在家的情況，耐心教導
我們如何處理。亦感謝社工蘇姑娘，剛巧在我們遇上語晉的情緒問題階段開辦了講座，讓我們懂得如何處理及
開解語晉。 

語晉在聖多馬實在成長了很多：由最初抱著語晉入校門時，他會不斷哭鬧，到現在他雀躍地自己走入校
門；從他懵懵懂懂到現在牙牙學語，學會簡單回應，確實肯定了老師在背後付出了不少心血、耐性教導和無微
不至的照顧。 

衷心感謝曾主任、各位老師、蘇姑娘和工友對語晉的關愛以及照顧，能令他能夠在聖多馬愉快地成長。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愉快！願疫情快快退去，語晉與大家都能除下面罩相見！ 

 
語晉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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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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8 月份（第一版） 
印刷數量 ：30 份  

鳴    謝 ：陳宏恩家長、李語晉家長投稿（排名不分先後） 

  

  

家長意見欄 

SQS6 計劃評估及收集意見 
 社區需要評估的目的是識別服務使用者所需要的社區為本服務，以便能給予合適的支援，

促進其個人福祉、生命質素及潛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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