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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屆委員與嘉賓及歷屆顧問合照

感謝第 17 屆委員及「小郵差」

第 18 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
第 18 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第 18 屆 PTA 主席的話

承蒙各位的信任，有幸成為第 18 屆
家長教師會主席，讓我可以與另外九位

熱心的委員一同為學校、老師和園生貢獻出力，實感榮幸。

在過去一年擔任秘書職務時，能夠參與全年的每一個活動，
令我深深體會到校長、老師和所有職工對園生的照顧和
付出，這份無私的心，確實深深地打動了我，亦成為了我
的原動力，希望團結更多義工家長，一同為園生和老師們
分擔和貢獻。

未來一年，家長教師會和學校將會舉辦很多精彩活動，
而每一個大大小小活動都是可以加強親子關係和學習親職
教育的機會，期待你們每一位的參與，共同陪伴我們的
小王子、小公主一起成長，創造美好的童年回憶，並共同
分擔和守護我們深愛的香港創價幼稚園。

多謝大家！
第 18 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蔡勇傑

新一屆家教會委員，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
順利選出！今屆共有 22 位家長參選，由在歡樂
大堂拉票到上台自我介紹，各人都全情投入，
施展渾身解數，全場氣氛熱烈高漲。會員投票
過後，點票期間，幼低及幼高班精彩的舞蹈
表演，讓家長看得津津樂道。在此謹代表家教會
多謝各位熱烈參與，會員大會及選舉才可順利
及圓滿進行。新一屆委員會繼續為創幼大家庭
籌辦更多精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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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敬師」 2017

家長教師會一年一度的「家長也敬師」
活動，於 2017 年 5 月 27 日在香港國際
創價學會池田紀念講堂盛大舉行。今年
參與是次活動的家庭超過 500 個，還有
嘉賓、台前幕後及觀眾，場面非常壯觀。
我們十分榮幸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主席湯修齊 MH 太平紳士親臨擔任嘉賓，
並跟林校長和蘇主席主持開幕儀式，

為今次活動揭開序幕。

創幼 25 周年微電影「雞蛋花，盛放吧」
話劇過後，由林子琪校長帶領全體教職員及一眾舊生
唱出微電影主題曲「再闖我路」，把全場氣氛推向
高潮，活動在全場感動不已下圓滿結束。 

教職員及舊生表演

歷屆顧問及嘉賓今年小童軍繼續為「敬師」打頭陣

話劇表演

和聲合唱

合唱表演

今年的主題是「小陀螺」，以話劇及歌舞表演形式
進行。故事場景始於 2042 年「家長也敬師」活動，
三名參與家長為搏出位、搶鏡而發生爭執，機緣
巧合下，「小陀螺」讓三人時光倒流回到第一屆「家長
也敬師」活動，從觀察過程中得到反思，再次了解「家長
也敬師」的本意 — 最重要的不是表演效果，而是參加者
感謝老師的一份心意。 

家長也敬師」 2017

嘉賓陣容包括湯修齊 MH 太平紳士、陳蕭淑芬女士、李剛壽校董伉
儷、柳光彥校董伉儷、張宙校董、林馮妙貞校董伉儷、羅英才校董、
盧國輝先生及歷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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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

教職員帶領自己曾教導過
的舊生表演

「家長也敬師」

2017 
參加者感受

分享

很高興今年能在兒子畢業前與他
一起以感謝的心在敬師日演出！
坦白說，我和其他家長們對於
和聲合唱真的一竅不通，但我們
不怕困難，努力嘗試、學習，
以異體同心的精神完成演出。
真的感到很了不起呢！我也想
藉此感謝各位負責人無私的
付出。謝謝您們！

幼高三上陳哲安家長

深感榮幸能參與敬師表演，雖然只有匆匆
數星期的練習，大家都戰戰兢兢，但當我一
踏上舞台，看到台下師長們向我們熱烈揮手，
馬上很激動和很感動，我知道只要和小朋友
一起享受其中，表演一定會成功，老師一定
會喜歡。

「初心未變  繼續上演  報答你的盛意」

幼低一下黃珈琦家長

今年敬師是我參與最大型的表演，
開始時怕人多混亂，但幸好各 PTA
委員出多一分力，走多一步，正式表演
時也沒出錯。今屆最難忘是參與彩排的
時間不多，對表演內容不熟悉，幸好
各黑衣人互相幫忙 , 表演得以順利

完成。自己
本著為活動
出一分力的
心，不計較
付出，過程
十分開心。

幼低二上
潘雅淳家長

今年有幸參與 2017
「家長也敬師」的
話劇表演，我和女兒
透過學習、練習、
綵排找回屬於我們
三人的快樂時光。
看見一張張笑臉，
讓 我 回 憶 起 孩 子
呱呱落地的時候，
希望她們做個健康

快樂、愛人愛己、尊敬師長的好孩子。我們不僅
找回敬師的初心，更教我找回為人父母的初心，
帶我返回原點。我衷心感謝家教會，這是一個充滿
活力和關愛的團隊，各委員盡心盡力為我們安排和
協調，你們的包容和鼓勵，讓我們得到了無與倫比
的體驗，多謝你們！

幼高二下梁卓蕎、幼兒一下梁紀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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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7 月 16 日，第 25 屆香港創價幼稚園謝師宴假富豪機場
酒店順利舉行，畢業園生家庭參加踴躍，出席人數達八百。感謝
畢業生家長積極參與本會活動之餘，亦能體會到家長及小王子、
小公主都希望在幼稚園最後階段，表達對校長、老師以及學校各職員
的感謝情誼。

第十七屆家教會主席蘇啟耀先生致詞，為謝師宴揭開序幕。聚餐時，
全場氣氛溫馨融洽，家長珍惜小朋友在幼稚園生活裡最後一次大型
聚會，互相分享、拍照留念。小王子、小公主在享受美食之餘，
亦把握機會與同窗三年好友玩耍，與老師們合照。家教會預備了禮物
在聚餐期間進行抽獎和 BINGO 遊戲，讓一眾畢業園生們滿載而歸。

兩位畢業生家長代表真情流露的分享，
令現場氣氛升溫。而將現場氣氛推至
高峰，莫過於老師的精湛表演。畢業
生就如置身天王巨星演唱會，都蜂擁
到台邊，以最近距離欣賞「偶像」
的傾力演出，場面感人。

最後，林子琪校長向畢業小王子
小公主致詞，勉勵他們在小學新生活
中，要繼續謹記創幼精神，努力成為
「堅強、正直、活潑」的小孩子，
為謝師宴畫上圓滿句號。

集腋成裘
集腋成裘籌款活動始於第 8 屆畢業典禮。以往家長們為感謝校長及
各教職員對孩子的教導和照顧，於園生畢業時，會向學校送贈許多
不同的禮物。為了既可讓家長們表達對學校的謝意，又可給與校方
更大的彈性，部份畢業生家長建議改為直接送贈現金。本會代為籌集
畢業生家長的款項，再轉交給學校。本年度總共籌得港幣$188,658元，
用作提升教學質素，教師培訓和籌辦學校活動之開支。

第 25 屆香 港創 價幼 稚園 謝師 宴親 子童 感大 自然

今天的活動非常好，好開心。小朋友可以

透過講座和遊戲，認識野生動物、自然環境，

雀鳥及大自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幼高二下楊昊澄家長

透過今次活動，可以加深對常見雀鳥的認識。尤其

喜愛親子活動部份，家長及小朋友能一同參與，

而小朋友更可從中學到新知識，認識愛護大自然，

亦期待更多跟保護環境相關的活動。

幼兒二下施逸晴家長

在 2017 年 6 月 17 日，我們有幸邀請香港觀鳥會前來舉辦

「親子童感大自然」活動，原定到九龍仔公園作考察，因天雨

關係，當日改以親子遊戲方式讓園生及家長們認識有關大自然

的知識，包括香港常見雀鳥及瀕危動物，過程中參加者全情投入，

對環境保護的關注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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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家長會
「全腦開發九攻略」

講者 ︰教育心理學家 彭智華先生
日期︰ 2017 年 6 月 24 日

「家長如何協助孩子適應
  小一語文學習」講座

講者︰鄭瑞琴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中文科課程統籌，

本園第 13 屆家教會主席 )

日期︰ 2017 年 6 月 25 日

小孩三歲開始表達情緒，在管教上
有時會遇上困難。是次講座內容
十 分 實 用， 教 導 如 何 有 效 控 制
小朋友情緒，最深刻是加減乘除的
管教技巧，希望未來可以應用。

幼兒三上蕭可琪家長

幼兒教育包含很多學問，講座內容
十分生動，學習到幼兒教育跟自己
成長時的一套大有不同，作為家長
需與時並進，跟小孩子一同學習，
一同成長。

幼兒一上莫心頤家長

當幼高班園生在學校努力為畢業典禮彩排的同時，校方亦為高班家長安排了專題講座。

升讀小學之後，學習環境、學習方式等都會有很大的改變。為了讓家長及早掌握小一學習技巧，

本園誠邀鄭瑞琴博士主講「家長如何協助孩子適應小一語文學習」講座，內容主要介紹不同的親子語文

活動，以協助家長瞭解小學語文課程，更能幫助孩子適應小一語文學習模式及打好語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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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 星期二 ) 主禮嘉賓：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 幼稚園校本支援 )

地點：麥花臣場館   楊馮慧懿女士     

時間：下午四時

香港創價幼稚園第 25屆畢業典禮

《第一部份》典禮

童話童心廿五載
畢業生及幼低班園生

頒發畢業證書
楊馮慧懿女士

致勉辭
楊馮慧懿女士

致送紀念品
吳楚煜校監

致謝辭
吳楚煜校監

家長心意 ( 集腋成裘 )-
李展鑾伉儷 ( 家長代表 )

向家長教師會致意
第 17 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蘇啟耀先生

頒發獎項

頒發十年、二十年服務獎
吳楚煜校監

李潔珍姨姨、袁潔儀老師、黃瑞華老師  

致歡迎辭 - 林子琪校長

宣讀創辦人池田先生
致畢業生賀辭 - 鄭妙盈老師

《第二部份》遊藝節目 

 《星星遊樂園》內容介紹

故事主角阿德因嫉妒而把老師送給好友星仔的金紙鶴搶去，結果二人互不瞅睬。其後，一隻賦與生命力的金紙鶴，
帶領阿德、星仔、恩恩和小寶穿梭宇宙，到達美麗的「星星遊樂園」，那裡有奇幻的遊樂設施。在玩樂的過程，
孩子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更陷入驚險局面。他們透過共同解決困難的過程，激發潛在的勇氣，並以愛待人，
發揮互助精神，深深體會到友情的可貴。

第一幕：奇妙的紙鶴 演出：幼高班第二組 ( 下午 ) 及幼高班第四組響板組 ( 下午 )

第二幕：漫遊太空   演出: 幼高班第一組(下午)及幼高班第四組結他組(下午)

第三幕：愛心旋轉木馬 演出 : 幼高班第三組 ( 下午 ) 及幼高班第四組沙鎚組 ( 下午 )

小演員介紹：

李旻軒、曾敖彥 飾演 阿德
李 想、禤文洛 飾演 星仔
鄧倬沂、孫嬿珈 飾演 小寶
黃以心、李嘉恩 飾演 金紙鶴
幸悅晴、鄺曉桐 飾演 機械人
原逸誼　 飾演 太陽
林心悅 飾演 月亮
陳苡澄、黃君喬 飾演 恩恩

兒童劇《星星遊樂園》(改編自創辦人池田大作先生兒童著作《星星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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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5 日，香港創價幼稚園的教職員，連同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黃國成博士、教育心理學家彭智華先生
及隨團翻譯畢業生家長沈樂軒先生一行四十一人的交流團，到訪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創價幼稚園，展開創價教育的尋根之旅。
我們受到園方熱烈歡迎，甫踏進校園便看到在大堂設置了介紹香港創價幼稚園及香港特色的展區，深深感受到園方對是次
到訪的重視。我們走到園內每一處地方，在戶外遊樂場與園生一起玩耍。當日，我們結集在王子公主禮堂一起參與創價學園
熱情之日的紀念集會。而在交流會中，我們與園生一起跳舞，全體園生更唱出香港創價幼稚園之歌，讓我們深受感動。在
交流會後我們還到了課室與園生一起午膳，活像一個大家庭。最後，園長和教師
們與交流團進行了懇談，讓我們對幼稚園在實踐創價教育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決
意將姊妹校之間的友誼延續下去。

鳴謝：

導演：周家輝先生 ( 戲苗工作室 )

聯合編劇：周家輝先生、李展鑾先生

舞蹈編排：凌何穎翹女士、楊梁玉潔女士、

	 劉麗莎女士

製作統籌：張國仁先生、梁浩恩小姐

作曲、填詞及音樂編排：陳世昌先生

邀請咭及門劵設計：劉寶倫先生

主題曲《星夢幻遊》
作曲、填詞及音樂編排：陳世昌先生

   

用熱情大家手牽手  把歡笑傳宇宙

友愛是無分你或我  勇氣解開困憂

日月常伴星宿地球  光影照全宇宙

要快樂同享不爭鬥  星空結伴變好友

轉轉轉  星際夢飛翔

跌跌踫  發揮我力量

只需要幻想  編織我夢想

遊樂覓方向

轉轉轉  星際夢飛翔

跌跌踫  發揮我力量

星星一拍掌  天空變樂章

全人類合唱

以歌聲讚賞

第四幕：幸福摩天輪   演出 : 幼高班第一組 ( 上午 ) 及幼高班第四組結他組 ( 上午 )

第五幕：光速飛車 演出 : 幼高班第三組 ( 上午 ) 及幼高班第四組沙鎚組 ( 上午 )

第六幕：宇宙黑洞        演出 : 幼高班第二組 ( 上午 ) 及幼高班第四組響板組 ( 上午 )

服裝、化妝、髮型設計、小道具：

香港國際創價學會雲霓組

燈光及音響：美仕特科技有限公司

攝影及採訪：香港國際創價學會出版局

影像製作：Bighead	Productions	Limited

義工家長：香港創價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場地：麥花臣場館

創價教育的尋根之旅 ~ 締結姊妹校的情誼

出發！

角內園長與我們懇談

與園生一起跳舞

向園生致送禮物

 園內設施真好玩，大家十分投入

大家一起吃午飯

札幌創價幼稚園的歷史

熱烈歡迎 

早晨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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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幼兒班適應期 幼低班活動

九龍第 1250 旅小童軍

幼高班活動

九龍第1250 旅小童軍頒發進步章		 2017 年 2 月 18 日及 5月 23 日

小童軍C、D、E團迎新日	 2017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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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My name is Ms. Joyce! It is 
my pleasure joining Hong Kong 
Soka Kindergarten.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Exeter, UK with 
a degree in Psychology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in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ield for more than 3 years. 
I believe learning should be fun and 
teaching is more than just transferring 
knowledge, it is a work of heart. It 
takes a big heart to help shape little minds! I am glad to see 
the teachers here are all very committed and their dedication to 
education is beyond what I can imagine, this motivates me to 
work harder and strive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re is so 
much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year and I hop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year ahead!

Miss Joyce

Hi, I am Ms. Anthea. I am very 
excited and happy to join Hong 
Kong Soka Kindergarten this 
year to fulfill my dream. My 
role at Soka is now changed 
from a graduate to a teacher. 
I obtained my Bachelor’s 
Degree in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Soka is a 
place full of love and happiness. Until now, I still remember 
all the wonderful moments I had when I was a student 
here.  I love working with children. Get to play with them 
and see their smiles everyday make me feel delightful and 
heartwarming. I will comply with the school’s motto to 
foster children with ‘Strength, Integrity, and Liveliness’.

Miss Anthea

 莊麗麗老師
  香港中文大學

幼兒教育文學碩士

黃瑞華老師
新婚之喜

2016-17 年度 ( 下學期 ) 品學兼優獎名單

幼低班第一組：陳逸澄、曾梓嵐、胡希頤、林浚霆、劉可遊、吳靜嵐、尹柏熹、任展樂

幼低班第二組：葉詠妍、鄧紫悅

幼低班第三組：何芷悠

幼高班第一組：張卓翹、莫凱淳、李樂謙、陳浚烺、李羨陽、李沚晴

幼高班第二組：胡嘉晉、劉心朗、鄧倬沂、張藝韾、胡社騵	

幼高班第三組：周弘泰、陳哲安、馮紫翎、蔡郗遙、梁柏泓、朱棨政

幼高班第四組：李芯悠、李彥衡、閻子睿、凌儀端、黃朗瀅、原逸誼、陳苡澄、林心悅、沈名彬

幼低班第一組 ( 下午 )：蔣京諭、林知寬

幼低班第二組 ( 下午 )：劉焯鏗、梁希彤、陳映嵐、黃灝而

幼低班第三組 ( 下午 )：余熹淳、尹卓嘉、李采珈

幼高班第一組 ( 下午 )：鄭博文、方予思、鄭哲凱、石天朗、李蔚琪

幼高班第二組 ( 下午 )：何泓諾、古晉泇、張宓宜、李俊霆、温皓正、張子榆、趙星宇、楊昊澄

幼高班第三組 ( 下午 )：黎昊舜、李睿怡、蘇子騫、呂敏言、黃羨惠、郭鎧男

幼高班第四組 ( 下午 )：陳浠蕎、李睿謙、趙思瑜、禤文洛、何美葵、馮晞晴、黃君喬、孫嬿珈、林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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