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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學校的願景與使命 
願景 

天主教學校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故須維護下列核心價值，以及將有關價值

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學校的願景與使命： 

真理：這是人的理智所追求的對象。 

(a) 人的理智具有尋求真理的能力；這能力是我們必須維護的。我們也應鼓勵和激發人

對真理──尤其對有關天主和生命意義的真理──的渴慕。 

 (b) 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那使人明辨是非善惡的智慧，勝過其他方面的知識。 

 (c) 誠實的美德要求我們講真話，並付諸實行，即使要為此付出重大的犧牲代價亦在所

不辭。 

義德(公義)：這是一種倫理上的德行，要求我們時常毫無保留地讓天主和我們的近人 

得到各自所應得的。 

(a) 對天主的義德稱之為持守宗教信仰的德行；相對鄰人的公義，則促使人尊重他人

的權益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以促進人與人之間公平相待和公益共享。 

(b) 只有當人權受到尊重，而每個人都承擔彼此之間的責任，以及承擔對家庭和社會

的責任時，人性的尊嚴才會得到保障和提升，而社會才能享有幸福。 

愛德：這是諸德之冠。 

 (a) 天主是生命與美善的泉源，祂基於愛創造了萬物，並召叫整個人類成為祂的兒女。

作為天主大家庭的成員，我們的人生目標就是分沾天主的福樂，愛天主在萬有之

上，以及如兄弟姊妹般愛自己的近人。 

 (b) 耶穌基督──天主子、人類救主──是無私大愛和謙卑服務他人的楷模。 

 (c) 為使人的生命和所有層面的人際關係能在完美的和諧中彼此連繫，所有德行的實踐

須由愛德啟發和推動。 

 (d) 愛德超越公義的嚴格尺度，並促使我們關懷貧苦大眾和需要幫助的人，並以優先地

扶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和邊緣人士為己任。 

生命：這是天主賦予人的無價之寶；生命在本質上就是神聖的。 

 (a) 每個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並且自受孕至去世為止，都享有生存的權利。 

 (b) 我們應秉承福音所傳授的真福八端精神，懷著平和的心境和望德，面對人生的種種

困難逆境。 

 (c)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有足以令其過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的一切條件。. 

(d) 唯獨真正尊重人類生命的社會，才能為大眾帶來幸福。 

家庭：這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 

 (a) 唯獨夫婦之間那份毫無保留、彼此無私託付而純潔的愛，才能令人真正欣慰滿足。

要促成幸福美滿的婚姻，我們必須以實踐貞潔的美德作婚前準備，並以忠誠和不可

解除的終身承諾來維繫婚姻生活。 

 (b) 性愛是夫婦生活的構成部分，且具有其尊嚴。職是之故，均衡完整的性教育，必須

採取兼顧全人發展和具深度的方式，並強調自律自制和男女互相尊重的德行。 

 (c) 婚姻是家庭的基礎；整全而團結和睦的家庭給予夫婦之間及父母與子女之間恆久穩

固的支持，讓他們各自達成人生目標。整全而團結和睦的家庭，同時是養育子女的

最有利環境，以及造就人類社會福祉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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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透過下述方式，天主教學校必須培育以上核心價值： 

 (a) 校方意識到教育是靠多方相關人士共同努力才會成功，遂要堅持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做法，就是尊重不同背景的學校持份者，並與他們合作，以完成學校願景與使命； 

 (b) 在校內要提供一個充盈著互信和關愛的家庭環境；以及 

 (c) 在學校的正規課程內，要加設由辦學團體設計的宗教教育課程，並透過校內經常舉

辦的宗教禮儀活動培養公教精神，例如經常為師生舉行的早禱及宗教活動。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教育核心價值  

以教育工作為使命，以實現全人教育理想，助學生追求真理，秉持公義、力行仁愛、

珍性生命和鞏固家的價值，教導學生成才，學以致用，發揮潛能。因此，我們的課程

一貫強調培育學生︰ 

 愛德→仿效基督，愛人如己，關懷弱小，建立良好的品德 

 生命→認識、欣賞、尊重和探索生命 

 家庭→孝愛父母，尊敬師長，友愛朋輩，持守核心家庭的組合 

 真理→追求客觀事物真理及其規律，認識天主是永恆當然道理 

 正義→以身作則，作孩子榜樣，在人群中不偏不倚，持守公義 

 

本校遠景和使命  

學  校  使  命     我們以基督為整個教育事業的根基，學習主保聖多默  

熱愛耶穌、力求仁愛、勇於探索的精神，培育幼兒明  

白事理，樂於創新，使他們健康成長，邁向積極快樂  

的人生。  

學  校  遠  景     秉承香港天主教教區辦學精神及理念，發揚基督博愛  

及服務精神，效法主保聖多默宗徒尋求真理、敬主愛  

人引導兒童建立正確人生觀。  

校     訓      明善誠信   敬主愛人  

芳     表      敬主、愛人、熱愛耶穌、求真理、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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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教職員工 
 
校長：黃少月校長 

主任：黃小萍主任、黃裕寧主任 

副主任︰楊慧儀副主任、陳頌妍副主任 

書記：梁俊雯書記、孫綺文書記 

工友：蔡梅愛姨姨、范如琴姨姨、馮秋妹姨姨 

 
 
各班班主任： 

上午幼兒班明：黃裕寧主任  葉漪琳老師 

下午幼兒班誠：周詠怡老師  葉漪琳老師 

上午幼兒班善 / 下午幼兒班信：鄒翠欣老師  麥曉彤老師 

 
 
上午低班明：曾嘉麗老師  黎麗霞老師 

下午低班信：陳頌妍副主任 

上午低班善 / 下午低班誠：張雅倩老師  楊婉珊老師 

 
 
上午高班明 / 下午高班誠﹕葉沛芳老師、李宛螢老師 

上午高班善︰梁爾珈老師、馮秀媚老師 

上午高班愛：楊慧儀副主任、梁素貞老師 

下午高班信︰梁爾珈老師、梁素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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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班上課時間： 

日期 上午班 備註 

8 月 28 日至 8 月 30 日 

(星期三至五) 

A組：9:00am-10:00am 

B組：11:00am-12:00nn 

~適應期不設保姆車服務 

~必須由一位家長陪同上課 

9 月 2 日(星期一) 低班及高班開課日 (幼兒班學生毋須上課) 

9月3日至6日 

(星期二至五) 

A組：9:00am-10:00am 

B組：11:00am-12:00nn 

~適應期不設保姆車服務，目的希望

家長能親自陪伴孩子返放學 

~此週開始毋須家長陪同上課 

9月9日至11日 

(星期一至三) 
9:00am-11:00am 

~如有需要可提供保姆車服務，學生 

必需留學校至12:00nn跟全體保姆車

生放學 

9 月 12 日開始 

上課時間照常 
9:00am-12:00nn ~保姆車服務正常 

 

日期 下午班 備註 

8 月 28 日至 8 月 30 日 

(星期三至五) 

A組：1:30pm-2:30pm 

B 組：3:30pm-4:30pm 

~適應期不設保姆車服務 

~必須由一位家長陪同上課 

9 月 2 日(星期一) 低班及高班開課日 (幼兒班學生毋須上課) 

9月3日至6日 

(星期二至五) 

A組：1:30pm-2:30pm 

B 組：3:30pm-4:30pm 

~適應期不設保姆車服務，目的希望

家長能親自陪伴孩子返放學 

~由此週開始毋須家長陪同上課 

9月9日至11日 

(星期一至三) 
1:30pm-3:30pm 

~如有需要可提供保姆車服務，學生

必需留學校至 4:30pm 跟全體保姆車

生放學 

9 月 12 日開始 

上課時間照常 
1:30pm-4:30pm ~保姆車服務正常 

 
 
 

 低班及高班開課日上課時間： 

日期 上下午班 備註 

9月2日(星期一) 

開課日 

上課時間照常 

上午班：9:00 am -12:00 nn 

下午班：1:30 pm - 4:30 pm 
~保姆車服務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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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安排 

~夏季：逢星期一及四穿著校服、純白短襪、純黑色皮鞋 

星期二、三及五穿著運動服、純白短襪及純白色運動鞋 

如遇天氣涼或課室內冷氣，可加穿本園藍色冷外套、 

~冬季：逢星期一及四穿著校服、純白色短襪(女孩子可穿純白色襪褲代替短襪)及黑色皮鞋 

 逢星期二、三及五穿著運動服、純白色短襪及純白色運動鞋 

 如遇天氣轉冷，可加穿本園綠色羊毛外套或紅色校褸 

 如當天早上時，天文台發出溫度 14℃或以下，家長可替幼兒穿上個人的厚外褸； 

 女孩子可穿白色厚襪褲或男女孩子可穿本園運動服。 

~襪子為純白色及沒有花邊、蝴蝶；黑皮鞋為全對純黑色，不含顏色圖案、標誌，並請在

鞋內寫上幼兒姓名； 

~請於外套、校褸內寫上幼兒姓名； 

~長頭髮女生必須束髮，頭飾或髮夾以黑色或深藍色簡潔純樸為主； 

~於穿便服活動的日子，為免生意外，幼兒不可穿著涼鞋或拖鞋或高跟鞋，並建議穿著棉

襪，以保護雙足。 

 

每天幼兒應帶物品 

~本園會提供所有文具、書簿及美勞用品，幼兒毋須攜帶任何文具用品回校； 

~幼兒每天必須攜帶杯、碟及毛巾盒(內附濕毛巾)，並放於茶點袋內，請每天清洗用品。 

 逢星期二必須自備碗及匙羹； 

~幼兒攜帶回校之所有物品均須寫上幼兒姓名，以茲識別； 

~校服袋內必須放有一條潔淨的乾手帕，尺寸適中，以能提升幼兒的自理能力； 

~書包、校服及名牌是幼兒上學的象徵，故書包和校服應保持清潔，書包及名牌不可貼貼 

 紙或懸掛裝飾品； 

~幼兒每天必須佩帶名牌回校，該名牌沿用至高班畢業，請保持名牌清潔。期間如有遺失， 

 家長必須到校務處繳費補領，每個補領費 25 元正； 

~幼兒在本園的茶點由園方提供，未經與校方商議幼兒不應自備食物回園； 

~通告袋之用途，將於下列細項詳述； 

~老師規定之書籍簿冊，將於下列細項詳述。 

 

通告袋 

~「通告袋」乃學校與家長溝通的重要工具，學校派發的通告、資訊或班主任給予家長的

便條將會放入「通告袋」中交予家長，請家長經常查閱通告袋，並把需要交回的回條、

文件、款項等放入袋中交回班主任。 

~如老師需時點算「通告袋」的文件或款項，屆時老師會先行收起通告袋，待整理後，於

下一個上課天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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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安排 

~本園以主題劃分教學內容，約五至六星期為一個主題，每主題的首週星期五教學日老師

將派發該主題的中文課本或英文課本或由校方借出的英文圖書。 

 

攜帶書本安排 

 幼兒班 

課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主題書 ✓ ✓ ✓ ✓ ✓ 

英文書 ✓ ✓ ✓ ✓ ✓ 

普通話書 ✓     

宗教書：星光伴我 ✓     

中英文兒歌集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伴讀，毋須帶回校。 

校方借出的英文圖書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進行延展學習，並在指定的日期帶回

校還給老師。 

 低班 

課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主題書 ✓ ✓ ✓ ✓ ✓ 

英文書 ✓ ✓ ✓ ✓ ✓ 

普通話書 ✓     

宗教書：星光伴我 ✓     

中英文兒歌集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伴讀，毋須帶回校。 

校方借出的英文圖書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進行延展學習，並在指定的日期帶回
校還給老師。 

 高班 

課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主題書 ✓ ✓ ✓ ✓ ✓ 

英文故事書 ✓ ✓ ✓ ✓ ✓ 

普通話書 ✓* ✓^ ✓* ✓^ 
 

 *星期一、三︰高善/高愛/高信  ^星期二、四︰高明/高誠 

宗教書：星光伴我     ✓ 

中英文兒歌集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伴讀，毋須帶回校。 

奇妙的文字(高班) 於學期初派發，家長可在家中與孩子伴讀，毋須帶回校。 

校方借出的英文圖書 
請家長在家中與孩子進行延展學習，並在指定的日期帶回
校還給老師。 

~完成整個主題教學後，老師會在手冊的通訊欄內通知家長把書本放於家中溫習，毋須帶

回校，請家長留意並協助幼兒培養整理書包的良好習慣。 

香港教育電視(etv)觀看教育電視節目，請瀏覽︰http://etv.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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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安全事項 

~請培養幼兒守時習慣，不應遲到或早退。若有特別情況，家長需提早或逾時來接送，請

提早以書面或致電通知園方，時間盡量不應超過 15 分鐘，以免幼兒有情緒不穩之表現。

如需提前接幼兒離開，亦須預先通知園方； 

~每位家長在學期初將獲發一張「接送證」，此乃用以證明可接送幼兒之用，請家長慎重

保存，並遵守卡後所列之守則，以策安全。如家長在接回幼兒時未能出示該證，將必需

填寫一份詳細的資料以證明其身份予本園存檔，有關資料將於三個月後銷毀。本園亦需

聯絡幼兒監護人確實接回者的身份才可接送幼兒； 

~如家長遺失了「接送證」，請盡快通知本園，以取消該證接回幼兒的效用，並到校務處

補領，每張補領費 8 元正； 

~接幼兒人士盡量為固定人選，若接回者非平日接的人士，請家長來電知會園方，以確保 

幼兒之安全。  

 

健康衛生安排 

~請家長每天回園前為孩子量度體溫，如有發燒、流感或其他傳染病病徵，應立即求醫和

通知學校。幼兒宜留在家中休息。家長於假期內亦須持續為孩子量度體溫及記錄，以瞭

解孩子的健康狀況； 

~家長與幼兒進入課室範圍前，須由教職員先行檢測體溫，並須消毒雙手； 

~請家長教導孩子每天上學時要自備手帕，提醒他們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如幼兒或同住家人感染傳染病，請家長即時通知本校，以便校方決定應變措施及有需要

時通知衛生防護中心、教育局及全體家長。患病學生必須待痊癒(須備註冊醫生證明  

文件)才能復課。 

 

請假或缺席 

~幼兒如患傷風、咳嗽、皮膚病及易於傳染之疾病，應留在家中休息。必須經註冊西醫認

可痊癒，始可上學，請參考手冊內刊登﹝兒童感染傳染病痊癒後復課指引﹞； 

~如有發燒(高於華氏 99.5℉或攝氏 37.5℃)，請不要上課，立刻求醫。依照衛生署指引，

幼兒退燒後兩天才可上學； 

~幼兒生病或因事不能上學，請於上午 8:15 - 9:00 /下午 12:45 - 1:30 致電向學校請假。並將

請假原因填寫於手冊內之幼兒請假表，由家長簽署證明。如家長沒有於上述時間致電學

校請假，本園的文員書記會即日致電家長以求學生沒有上課原因； 

~幼兒如在校內發燒或遇上意外，校方會盡快通知家長接回，並將予記錄。如情況嚴重而

未能聯絡到家長，校方會按照手冊內之「緊急事故安排送院接受治療備忘」中之指示  

辦理，醫藥費用則由家長承擔，如幼兒有購買保險，本園樂意填寫有關意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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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及家長通訊 

~家長與校方的聯絡方法可透過手冊內「通訊欄」聯絡，亦歡迎電郵來函、致電查詢或留

便條在文件袋內交予班主任； 

~家長如有要事致電班主任聯絡，請於下午 12:45 - 1:00 / 下午 4:45 - 5:30 來電。其他時間則

請留言，老師收到訊息後於下課時間盡快回覆； 

~每週末請各家長留意手冊，並請簽名，如有需要請填寫「家長通訊」欄，以便學校與   

家長溝通和了解，收雙方管教之效。手冊內附有學期校曆表，內有假期、生日會及各  

節日活動日期，請各家長留意。(如活動日期有變更，校方將盡快發以通告或 school apps

通知家長) 

 

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每學期一本，請家長細心閱讀及簽署「家長須知」，並請填寫手冊內之   

重要事項，包括「學生學籍表」、「學生健康調查表」、「緊急事故安排備忘」、「乘搭保姆

車注意事項」； 

~本園於星期五或該星期最後一個上課天派發「學生手冊」，手冊內將會貼有該星期幼兒

的學習內容，家長可由此獲知幼兒該週的學習範圍，請細閱後簽署； 

~班主任會雙月填寫「老師的話」，家長亦需完成「家長篇」一欄，以讓彼此了解幼兒在

學校及家中的表現； 

~家長如有特別事通知班主任，亦可利用「學生手冊」內「家長通訊」一欄與班主任作   

溝通。 

 

返放學安排 

~為確保幼兒安全，每天校園開門時間為早上 8:40 - 9:00 及下午 1:10 - 1:30，家長切勿過早

帶孩子回校或獨留孩子在校門外等候。請家長教導孩子從小建立良好的守時習慣； 

~請家長時刻照顧孩子的安全，不應讓孩子在馬路旁四處奔跑； 

~如早於校門開放前已抵達校園，可於玻璃門外的小斜坡以單行排隊等候； 

~UG 層大堂屬聖堂範圍，須時刻保持寧靜，請家長合作避免於大堂內及聖堂周圍喧嘩嘈吵

及進食，以免造成滋擾。 

~日常返放學期間，幼兒必須用拍卡系統紀錄返放學時間︰上午班上學時間為 9:00-12:00； 

下午班上學時間為下午 1:30-4:30。乘坐保姆車之幼兒則以其到達及離開學校時間作紀 

錄，若因車程而延誤上學時間，則不作遲到論。期間如有遺失，家長必須到校務處繳費

補領，每張補領費 40 元正。 

 

生日會 

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生日會，舉行日期可查閱校曆表，生日幼兒將於該天拍攝生日相片及

分享生日蛋糕。舉行生日會當天全校幼兒可穿便服(切勿穿著涼鞋或拖鞋或高跟鞋)回園，

並攜帶生日袋及茶點袋，茶點袋內盛載杯、碟及毛巾盒(內附濕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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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安排 

~低班及高班幼兒每天約有一至兩項功課，完成後需於翌日交回； 

~本園將於約十一月開始安排幼兒班有親子習作。 

 

參觀活動 

~本園將因應教學主題而安排不同的參觀學習活動，家長可自由決定讓幼兒參加與否， 

每次參觀均會以通告形式諮詢家長的同意； 

~如非指定需家長同行的活動，每次參觀活動均由本園老師帶領，並邀請義工家長協助，

家長如有興趣協助參觀活動，可與班主任聯絡。 

 

學費及收費事宜 

~2019-2020 年度每月學費及茶點費款額如下： 

級別 每月學費(幼稚園免費教育計劃) 每月 / 每學期 茶點費 

K1-K3 
免學費 

*適用於持有有效「註冊證」的學童 
$80 / $400 

~全年繳付書簿雜費共 2 次(分上、下學期)，19-20 年度收費如下︰ 

 上學期 下學期 

幼兒班 $497.6 約$300 

低班 $547.2 約$330 

高班 $514.6 約$450 

~為免繳交現金引起之問題，本園所有繳款方式均以銀行入數紙或支票形式收取款項。 

 繳交時，請家長在入數紙或支票背面寫上幼兒姓名及班別。 

 

退學事宜 

學生因事退學，請家長提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校方辦理退學手續。 

 

更改地址及電話 

如家長遷居或更改電話，請即時通知本園更改紀錄，以便隨時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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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 

本幼稚園規定校董／教員／職員在執行校務時不可索取或接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

式的利益，以建立本幼稚園之清廉形象及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家長向校董／教員／職

員提供利益，原屬一番好意，但為避免造成送禮風氣，影響幼稚園校董／教員／職員以

及家長的聲譽或發生尷尬情況，故懇請家長切勿提供利益予本幼稚園的校董／教員／職

員。同時，本幼稚園不會代家長派發一些小禮物或食品予學生，亦不建議家長

於校園範圍內派送小食或禮物送予本園學生。作育英才乃教師之責任，相信家長會

認同學生在體能、社交、情緒、美感、語言和認知技巧上有進步，是教師的最大回報，

家長毋須以任何其他方式表達謝意。而家長對學校的捐贈，以豐富及改善學校的學習環

境，我們亦必定先向校董會作出申請，再按正確的程序指引跟進有關事宜。敬請家長留

意及予以合作為盼！ 
 

天氣安排 

由於天氣間中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如颱風驟變、暴雨頻密，而香港天文台須因應天氣

情況的突變，或倉卒地發放有關訊息，故此或未能顧及較佳及適當的時間安排，引致學

校必須自行決定即時應變策略。我們深深明白有關安排或會對家長造成不便和感到困

惑，但敬請您們能體諒校方所有安排的應變措施，都是以孩子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為了讓家長能更清晰瞭解有關資料，現特詳列於下，敬請家長留意。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 ~ 學校緊急應變措施(參照資料來源：教育局通告) 

 

(1)熱帶氣旋 

天氣情況 學校緊急應變措施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幼稚園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幼稚園停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均應停課 

當天文台以三號取代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

智障兒童學校均應繼續停課 

當天文台以一號取代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取消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事前已公佈所有學校須全日停

課，否則學校應恢復上課(在當日的

下午或翌日的上午) 

*如在幼兒上學途中，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幼稚園會即時實施應急措施，

確保校舍開放和安排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幼兒，並於適當時候妥善地安排幼兒返家；

但家長應於返學前密切留意「香港天文台」及「教育局」透過傳播媒體發放之天氣訊息，

以確保年幼孩子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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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續大雨 

暴雨警告信號 學校緊急應變措施 

黃色 幼稚園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a)在上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

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課  

(b)在上午六時至八時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無需上課 

(c)在上午八時至十時三十分

前發出 

上午班可繼續上課至放學；保姆車會照常時放學。家長應

密切留意「香港天文台」及「教育局」透過傳播媒體發放

之天氣訊息。 

(d)在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一

時前發出 

下午校停課 

上午班可繼續上課至放學；保姆車會照常時放學。家長應

密切留意「香港天文台」及「教育局」透過傳播媒體發放

之天氣訊息。 

(e)在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

前發出 

下午校無需上課 

*如在幼兒上學途中，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幼稚園會即時實施應急措施，

確保校舍開放和安排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幼兒，並於適當時候(雨勢減弱)妥善地安排幼

兒返家；但家長應於返學前密切留意「香港天文台」及「教育局」透過傳播媒體發放之

天氣訊息，以確保年幼孩子之安全。 

 

保姆車服務 

本園可代為家長聯絡保姆車服務，代接本園學生的服務公司為「美景旅運」，如需報名乘

坐保姆車請與本園聯絡，坐位額滿即止。 

乘搭保姆車之幼兒須遵守以下規則： 

(1)請每天提前五分鐘到達乘車地點等候校車，如到約定時間尚未到達，為免影響其他  

幼兒，保姆車不會等候遲到者，敬請家長合作； 

(2)保姆公司將依據學校指示，家長於車站接回孩子時，必須出示「接送證」，這是保障  

幼兒的安全措施。如有關人士未能出示有效的接送證，幼兒將被送回學校，家長須另行

安排家人往學校接回孩子，故懇請家長謹記及予以合作為盼； 

(3)如幼兒需請假或當天不乘搭保姆車，請盡早通知保姆車公司及本園； 

(4)如需更改候車地點或時間，請盡早與保姆車司機商討； 

(5)請家長在收到車費袋時繳付車費予保姆車司機； 

(6)如有任何接送問題，請與保姆車公司蔡叔叔聯絡：9198 6168； 

(7)如對保姆車及有關工作人員有任何意見，歡迎直接與園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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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取用安排 

本園會在不同活動中進行拍攝，老師將於每個活動為您的孩子揀選 2-3 張相片，並於學期

結束時把所有相片燒錄成光碟，屆時家長可自由購買或於網頁免費下載。 

 

家長教師會 

本園十分重視與家長之合作，在 2007 年已成立「家長教師會」，推動一切活動以加強家長

與學校溝通，本園每位家長經繳交會費後，即成為家長教師會家長會員，會費每年$30。 

家長教師會會章請參閱本園網頁 (www.stthomas.edu.hk) 

 

明愛樂成長學前到校服務 

由 2018 年 10 月起，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正式成為政府資助的恆常性服務，明愛康復服務承

辦本校服務，並派專業的團隊到校支援有學習多樣性的幼兒。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 

由 2019 年 9 月 2 日開始，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社工張小姐，逢星期一及星期四(公眾假期

除外)上午 8:30-下午 5:15 駐校，為有需要的家長及學生提供服務。 

社工駐校直線電話︰2435 3870 

 

茶點安排 

逢星期二茶點安排烹調食物，請家長協助幼兒帶備碗羮，不再作 school apps 提示。 

星期一︰麵包 

星期二︰粉麵類 / 牛奶麥皮 

星期三︰三文治 / 餅乾 / 粟米片 

星期四︰蒸品類 (饅頭 / 腸粉 / 燒賣 / 蘿蔔糕)  

星期五︰蛋糕 / 班戟 / 水果 

飲品：清水 / 奶類 / 果汁 

茶點以每週茶點預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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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小冊子的電子版已上載於本園的網頁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敬啟 

怎樣的生活  便有怎樣的孩子 

在譏評中長大的孩子         荷於責人 

在敵對中長大的孩子         常懷敵意 

在安全感中長大的孩子       對人信賴 

在嘲笑中長大的孩子         畏首畏尾 

在羞辱中長大的孩子         過份自責 

在容忍中長大的孩子         學曉忍耐 

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         滿懷信心 

在讚賞中長大的孩子         懂得尊重 

在接納與友愛中長大的孩子   會找到愛 

在公平中長大的孩子       ，有正義

感。 

在讚可中長大的孩子       ，能夠自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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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的主保聖多默宗徒  

讓我們一同閱看若望福音第 20 章第 24-29 節耶穌顯現給多
默的喜訊：  

耶穌於復活後顯現給門徒，更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十二
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
們在一起。  

別的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
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
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裏，
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
「願你們平安！」  

然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
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
個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說：「我主！我的天主！」耶穌對他說：「因為你
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纔是有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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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校歌 

《感激每個您》 

作曲：孫亞倫 

作詞：梁信基 

今天我要暢快地頌讚晴朗的天氣， 

感激每個身邊您，關懷伴我飛， 

今天我要暢快地奉上無數的喜氣， 

    顯出世界的真理，盡展天真快樂的美。 

從前未知，我已學會去愛惜每日， 

  珍惜身邊的愛顧，用我歡笑照耀人！ 

  即使偶爾皺皺眉，或會無意中生氣， 

               始終信有主的愛了解安慰美麗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