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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經歷讓我們每個人深切體會到家庭的珍貴，並顯示了家庭之間

建立社會聯繫的重要性，有見及此，教宗欽定今明年為「《愛的喜樂》家庭年」及「聖

若瑟年」，更適逢本校建校 55 周年，為此，幼稚園訂定幼兒創思方案教學的主題為

「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於 4 月 19 日至 5 月 14 日進行一系列的多元化創思教學活

動，讓師生共同認識及關愛自己、家人、鄰人、學校、社區與世界，探索我們與澳門

社區生活/文化/人種/職業等等的連結，同時更放眼世界，關心世界時事。藉以培養

讓學生感受在愛中成長，共同締造大家和諧幸福共融的家園。 

 
一.K1-K3各級別之綜合學習內容如下，可詳看主題學習內容(主題紙)： 

 

二.K1-K3 各級別之主題活動如下： 
   1.參觀扶康會：讓學生認識智障及殘疾人士都可以融入社會及回饋社會，培養學

生尊重及接納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參觀地點 班級 日期 時間 

扶康會喜悅市場社會企業 

地址︰澳門黑沙環巷 8號 

        發利工業大廈 6AA 座 

K3A 
4月 27 日(星期二) 

上午 10:15-10:50 

K3B 上午 10:55-11:35 

K3C 
4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10:15-10:50 

K3D 上午 10:55-11:35 
 

扶康會寶利中心 

地址︰澳門黑沙環馬場北 

      大馬路寶利閣 175- 

      181 號地下 A 

K2A 5 月 4日(星期二) 

上午 10:30-11:30 
K2B 5 月 5日(星期三) 

K2C 5 月 6日(星期四) 

K2D 5 月 7日(星期五) 

參觀當日學生上課時間如常； 

請學生穿著整齊運動服，帶書包、手帕或紙巾； 

如有興趣協助之家長請儘快填妥回條交回學校，由於參觀名額有限，祇能安排 5名

家長同行乘車，乘車的家長請提前 30 鐘到校集合(A 門入)，其餘家長可自行前往

到入口處集合。稍後班主任會直接聯絡被甄選的家長。 

 

教學日期 教學輔題 

4月 19-23 日(星期一至五) 我的社區 我的家園 

4月 26-30 日(星期一至五） 無名英雄 謝謝您啊 

5月 3-7 日(星期一至五) 和諧國家 放眼世界 

5月 10-14 日(星期一至五） 家校同心 共創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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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幸福的閱讀時光-澳門明愛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人員將到校，讓學生從活動中 

  感受幸福家園和閱讀帶來的樂趣： 

班級 日期 時間 

K2 4 月 22 日(四) 

下午 2:30-3:15 K1 4 月 26 日(一) 

K3 4 月 29 日(四) 

 

3.生命教育講座：一雙小手。世界宣明會將到校，讓學生從活動中認識失學及貧困兒 

童，培養學生關愛及珍惜所有： 

班級 日期 時間 

K1A/K1B 
4 月 29 日(四) 

上午 9:30-10:15 

K1C/K1D 上午 10:20-11:05 

 

三.親子合作活動： 

1.親子律動開心跳：家長可與子女在家中開心跳親子律動「抱抱 Mammy 親親 Daddy」，

動作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KGJ6fNqnQ&list=RDyWLWWy8vcFU&index=6。 

  大家可跟動作跳或自創動作及表演形式，然後可自由拍攝短片於 5 月 5日(星期

三)前上傳到智慧校園班級群內，將於綜合活動日在校內播放，與學生分享大家

的親子家庭樂； 

2.幸福家園義工創作坊：4月 21 日至 5月 12 日 上午 10:30-11:45，有興趣協助

本班課堂活動的家長義工，可任選日期，帶同設計好的「幸福家園」美勞及相

關材料，到本班與學生共同創作； 

3.幸福家園故事角：4月 21 日至 5月 12 日 上午 8:30-9:00，歡迎家長任選日期，

準備與幸福家園相關的繪本故事到校與本班學生進行親子共讀；  

4.親子共創幸福家(親子作品創作)：家長可與子女於家中運用不同物料自由創作

有關幸福家園的親子作品，作品可用不同形式表達(如：繪本圖畫/立體模型/相

片集或相架等)，於 5 月 5 日(星期三)前帶回校，作品將於綜合活動日在幸福

家園親子作品展覽館展示，於 5月 15 日(星期六)家長會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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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5 月 14 日(星期五)將舉行『慶祝校慶 55周年』暨『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 

   --綜合活動日』，活動將以嘉年華的形式舉行，以宣揚相互關愛與喜樂 

   家庭的意義。 
時間及程序之安排 

 注意事項： 

 表演學生回校才更換表演服裝，請於上午 8：05 前到校(由 A門入多功能室)， 

   其他學生是日上課時間如常，請家長依時接送子女； 

 請學生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及手帕/紙巾，不用帶書包； 

由於疫情關係，避免人多聚集，是次活動將不邀請家長參與，但其後家長可透過 

校網觀看『慶祝校慶 55周年』暨『綜合活動日-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片段及相片。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啟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時 間 程 序 

上午 8:05 1.表演學生及協助化妝之家長到校(A門入)； 

上午 8:30-9:00 2.各級學生按班集隊/排洗及綵排； 

3.協助開幕禮/主題活動室/維持秩序的家長到校，請找老師

報到及準備有關活動事宜； 

上午 9:00-9:45 4.『慶祝校慶 55 周年』暨『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綜合活動日』 

  (1)校歌 

(2)感恩節禱文 

  (3)K3 禮儀話劇--我愛吃雞蛋 

(4)幸福家園小話劇 

(5)舞動幸福家(律動)  

(6)嘉賓剪綵 

(7)K2 舞蹈—和諧家庭迎校慶  

(8)K1 舞蹈—開心滿校園 

上午 9:45-12:00 5.各級輪流參與「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主題活動室之活動： 

(1)親子感恩手作館(K3A) 

(2)幸福家園親子作品展覽館(K3B) 

(3)童愛世界齊環保(K3C)   

(4)慈善社區遊戲館(K3D) 

(5)大夢想家體驗館(K2C)  

(6)幸福家園電影大放送-抱抱 Mammy 親親 Daddy(K1/K2) 

(7)愛的彩繪(多功能室) 

(8)家庭樂繽紛-鮑思高青年網絡活動(幼稚園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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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幼稚園通告 

 

________ 班學生____________ 

幼稚園將進行幼兒創思方案教學-『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歡迎家長協助創思

教學之主題活動，如有興趣陪同子女參與或協助之家長，可填寫日期及選活動: 

 K3家長參與及協助參觀『扶康會喜悅市場社會企業』 父  母  其他 

 K2家長參與及協助參觀『扶康會寶利中心』         父  母  其他 

 家長不參與以上之參觀活動 

 

幸福家園義工創作坊：4月21日至5月12日 上午10:30-11:45，有興趣協助本班課

堂活動的家長義工，可任選日期，帶同設計好的「幸福家園」美勞及相關材料，

到本班與學生共同創作。 

 參與  父 母，參與日期:________________  

 不參與 
 

幸福家園故事角：4月21日至5月12日 上午8:30-9:00，歡迎家長任選日期，準備

與幸福家園相關的繪本故事到校與本班學生進行親子共讀。 

 參與  父  母  其他，參與日期:________________  

 不參與 
 

5 月 14 日(星期五)『慶祝校慶 55 周年』暨『綜合活動日-幸福家園 童愛世界』 

有興趣參與活動或協助各項工作之家長，可自由選及填寫： 

 協助學生化妝及更換表演服裝             父  母  其他 

 協助慶祝校慶/開幕禮/主題活動室/維持秩序父  母  其他 

 不參與以上之活動 

 

 

 

家長閱後簽署: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四月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