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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雅幼兒學校 黃敏梨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學校本年度的關注項目為「完善自由遊戲的校本課程，促進幼兒透過自由遊戲發展多元能力」。透過參與專業機構的
培訓計劃，加強教師認識自由遊戲的理論和實施，提升教師設計自由遊戲活動的專業能力。同時，本校定期舉行自
由遊戲交流研習，讓教師交流有關自由遊戲的資訊及實踐經驗。此外，本校亦安排混齡自由遊戲時段，讓不同年齡
的幼兒交往互動，提升遊戲成效。 

另外，本年度另一個關注項目為「推廣閱讀文化，培養幼兒建立閱讀的習慣」。學校舉行教師工作坊，提升教師運用
繪本教學的技巧。同時，本校開始推行「友伴共讀」計劃，建立同儕共讀的文化。此外，本校亦舉辦家⻑講座及家
⻑義工培訓工作坊，讓家⻑認識親子伴讀的技巧，從而推廣親子伴讀文化。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的校董有熱誠事奉精神及具備專業的知識，他們為學校訂立清晰辦學宗旨及組織架構。透過定期的會議，妥善
監察學校的發展方向、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於受疫情影響下，機構除了協助學校、家⻑採購防疫物資外，更透過寬減學費、推行播道助學計劃及播道同行計劃
等，支援受疫情影響及經濟出現困難的家庭。 

此外，本校團隊穩定及鼓勵教師積極進修，全校的教師具備幼兒教育證書，當中有 10 教師已獲取本科學士學位，而
校⻑及兩位教師已獲取教育碩士學位。 

2.�學與教 

本校按「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來編定本校課程，以聖經真理及生命教育貫穿整個課程，讓幼兒在愉快環境中達致靈、
德、智、體、群、美全面均衡的發展及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 

本校推行綜合教學及探究教學。N1 班以綜合教學為主，另加⼊感官探索活動；而 K1 至  K3 班則以探究教學為主，
並加⼊實驗、小⾷嚐試、訪問、調查、外出參觀及觀察⼤自然活動，教師會引導幼兒進行分析、匯報，以開放式問
題引導兒童思考，讓兒童自行去尋找答案。學校重視培養幼兒美藝的創作力、想像力及欣賞能力，會按幼兒的能力
設計合適的活動，包括設計線描畫、水彩畫、粉彩畫、拓印畫、拼貼畫、立體手工等。 

本學年進一步加強自由遊戲活動，教師用心為幼兒提供一個更多自主空間，刺激幼兒自主學習，讓幼兒自由地建構、
創作、社交互動和學習的機會。 

在課程統籌和監察方面，會定期召開學校發展會、課程小組會、共同備課會、級會等，教學團隊於會議上共同規劃
課程及檢討教學成效。另外，教師會善用教學活動反思、同儕觀課、家⻑觀課、兒童自評等方法檢討教學成效，促
進兒童學習。 

於疫情影響下，學校透過不同形式，如：視像見面、製作教學短片及派發學習材料等，讓學生停課期間，仍能在家
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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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設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延展服務及融合服務，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提供適切服務。為加強家⻑育兒
技巧，本年度舉辦了六次家⻑講座。另一方面，本校今年繼續透過香港小童群益會「樂軒到校學前綜合服務」，為五
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提供支援服務。 

另外，學校設有駐校護士服務，提供幼兒身體檢查服務及家⻑諮詢服務。本校亦設有駐校社工服務，除了提供家⻑
個案諮詢、並為有需要幼兒進行「遊戲治療」。本校亦與寶雅福音堂合辦「家⻑學堂」，讓家⻑學習以聖經真理育兒；亦
鼓勵家⻑參與「家⻑團契」，現已有七名家⻑參與「家⻑團契」。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年度透過教師培訓及研習平台，提升全體老師在遊戲課程的設計和實施的能力，讓老師從設計自由遊戲中汲取實
際經驗，團隊認同自由遊戲為兒童所帶來的禆益。在下學期，因停課關係，部份工作計劃未能全面實踐，故將會於
新學年延續推行。 

另外，本年度透過教師培訓、家⻑講座及「好友共讀計劃」，推廣親子伴讀文化漸見成效。故此，計劃於下學年繼續
推廣閱讀文化，培養幼兒建立閱讀的習慣。 

此外，學校著重靈性發展，除每天都有早會、教師會向幼兒分享生活喻道故事、唸金句、唱詩歌、跳宗教韻律操、
學習禱告和為別人代禱。逢星期四由學校宗教小組老師講聖經故事，透過有系統的宗教課程，培育幼兒有愛心、    
有禮貌、樂於助人、尊重別人、自愛、愛神和愛人的價值觀。來年學校會繼續加強與堂會的合作，攜手推行各樣堂
校合作活動。 

 
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社會福利署家庭及兒童服務科，復康服務科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課 

社會福利署⼤埔及北區辦事處 

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 

荃灣⼤會堂 

香港公益金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牽到校學前綜合服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言語治療服務隊 

香港⼤學教育學院 

中華電力 

屯門環保園 

⼤埔公共圖書館 

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陽光笑容小樂園 

王肇枝中學 

⼤埔林村黃福鑾學校 

太和神召會康樂中學 

⼤埔迦密聖道中學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牽⼤埔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埔區防火委員會 

⼤埔民政事務處 

環境運動委員會 

聖雅各福群會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美育奧福兒童音樂舞蹈國際教育機構 

天水圍綠田園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 

播道會寶雅幼兒學校家⻑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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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幼兒服務統計 

組別 N1 K1 K2 K3 合共 

年齡 2-3 3-4 4-5 5-6 / 

人數 22 33 34 31 120 

男 6 16 17 22 61 

女 16 17 17 9 59 

每月學費 $3419 $1249(扣減註冊證後) / 

每月膳費 $500 $350 / 

2.�諮委會名單 

主席 陳永康教授 

委員 郭志成先生、郭恩榮先生 

當然委員 周賢明先生 

 

3.�職員名單 

校⻑ 黃敏梨女士 

行政主任 王卓欣女士 

課程主任 曹 晶女士 

融合組教師 潘詠儀女士、黃欣婷女士 

部份時間駐校護士 黎念恩女士 

幼兒教師 張敏慧女士、周笑媚女士、梁瑞珠女士、歐裕紅女士、張可欣女士、馬寶君女士、 

林凱怡女士、廖玉婷女士、文貝芝女士、吳穎欣女士、陳燕萍女士、鄭帶好女士 

文員 龍利紅女士、楊智娟女士 

職工 鍾美華女士、區敏儀女士、陳群興女士、李影萍女士 

半職職工 麥燕娥女士、廖偉清女士 

駐校社工 梁玉嫦女士 

4.�家校委員會名單 

主席 張沛揚先生 

副主席 徐妙君女士、黃敏梨校⻑ 

文書 徐妙君女士、林凱怡老師 

司庫 蔡惠珍女士、潘詠儀老師 

聯絡 譚詠誼女士、王卓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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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花絮 
 

30 週年校慶 

寶雅福音堂 - 福音主日感恩崇拜 

閱讀計劃 - 家⻑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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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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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讀書會 – 故事媽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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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嘉年華  
 

 

 

 

 

 
 

 

 

  

聖誕慶祝會 

播道會賣旗日 

��中秋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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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鄭小蘭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本校於 2019 至  2020 學年，鞏固去年參加「教育局幼稚園校本支援『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體能活動 ) 」
的經驗，教師嘗試在幼兒的體能活動中加⼊自由遊戲及探索元素，學校亦增添不少具自由遊戲概念的物料及用具，進
一步加強體能活動的自主性及趣味性，期望能夠提升幼兒的體能發展及解難能力。此外，本校亦與多間機構合辦家⻑
講座及工作坊，藉此增強家⻑在親職技巧及家庭關係的知識，鼓勵家⻑建立正面的態度及提升有關技巧，讓幼兒得以
良好的成⻑發展。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重視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帶領同工以正向思維面對轉變。校⻑關愛員工，與主任合力推動行政、課程和兒童支援
的發展。每月舉行職員團契，以基督的愛建立和諧合作的氣氛，用心提升教育質素，為家⻑及幼兒提供優質基督教幼
兒教育。學校會藉多樣化的溝通渠道與家⻑保持緊密聯繫，並與家⻑教師會合辦親子活動。本校家⻑⼤都樂意協助及
參與學校推展之活動，家校合作已經取得良好的成效。 

2.�學與教 

本校主要根據 2017 年《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機構的辦學宗旨及配合校本關注事項，並以兒童為中心設計合適的課
程。本校課程以綜合教學及方案教學為中心，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落，讓幼兒能透過親身的經驗及參與，培
養幼兒自主學習精神，藉以提高幼兒的學習動機，使幼兒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建立正確生
活價值的基礎，奠定幼兒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校十分重視培養幼兒靈性方面的發展，每天由宗教主任或老師帶領幼兒進行早會，活動包括 : 讚美操、故事分享、
詩歌及祈禱；而每週的星期五，全校師生也會一起進行兒童崇拜，使幼兒從小可認識聖經的真理。宗教主任會按照播
道會所編訂的兒童主日學課程，每週一次為幼兒進行聖經課，讓幼兒能學習成為一個愛神愛人的人，並鼓勵幼兒將聖
經的教導，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本校每星期亦設有英語及普通話興趣活動，由外籍老師及普通話老師負責，讓兒童能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提昇兩文
三語的能力，並從生活中實踐出來。 

3.�機構文化及給予幼兒的支援 

本校為有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的服務及輔導，包括新生適應週、暫託服務、融合服務。本校亦設有駐校社工，服務內
容幼兒輔導服務、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支援，及轉介合適服務等。另外亦會舉辦家⻑小組及親子工作坊，以增強
親子之間的關係，讓家⻑紓緩在教導子女上的壓力，並分享教養子女心得。 

本校會善用社區資源以配合學校發展需要。當中包括與厚恩堂教會協辦家⻑工作及福音活動。此外，本校亦透過與非
政府機構的跨專業服務團隊合作。其中由香港小童群益會推行的「樂牽」到校學前綜合服務，為本校五名有特殊需要
學生提供支援服務。而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的「陽光幼苗」幼稚園學前社會工作服務，與本會社工一同學生及家
⻑提供服務，以強化家⻑的⾓色及功能，提升家⻑在其子女培育方面的質素，並促進幼兒正面及健康的心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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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校將以自由遊戲元素滲⼊在體能活動中，使幼兒在活動中尋找到更多的樂趣。本校認同自由遊戲可提昇幼兒的創
意、語言、社交、情緒、解難等能力，使他們能真真正正地從遊戲中學習，並得以健康快樂地成⻑。 

來年本校將引⼊教育局提供的資源，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  推行多元化的視覺藝術活動」，給予教
師多方面的培訓，從而提升教師在藝術方面的教學效能，發揮及培養幼兒的創意及想像力，達至全人發展。 

最後，為提昇教師故事教學的技巧，將會為教師提供持續性的培訓活動，提供更多的教師進行交流，期望教師能更
掌握故事教學的技巧，並有效地實踐在課堂中。 

 
四、鳴謝 ( 排名不分先後 ) 

教育局學前服務聯合辦事處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 

教育局特殊及幼稚園教育分部幼稚園視學組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播道會厚恩堂 

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 

厚恩幼兒學校家⻑教師會

靈實言語治療服務隊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中文⼤學 

香港教育⼤學 

香港浸會⼤學 

基督少年軍 

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

東九龍總區道路安全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TKO Gateway 

港澳信義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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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統計 

1.�幼兒服務統計 

組別 N1 K1 K2 K3 合共 

年齡 2-3 3-4 4-5 5-6 / 

人數 27 32 31 30 120 

男 13 16 15 19 63 

女 14 16 16 11 57 

每月學費 $3160 $942 / 

每月膳費 $500 $350 / 
 

2.�諮委會名單 

當然顧問 陳黔開牧師 

法律顧問 羅安琪女士 

主席 馮志明先生 

副主席 鄭嬿容女士 

秘書 鍾國華女士 

司庫 蔡潔珊女士 

當然委員 梁慧嫺傳道、周賢明先生 
 

3.�職員名單 

校⻑ 鄭小蘭女士 

主任 丘倩儀女士、劉潔心女士 

宗教主任 黎丘綺玲女士 

融合組教師 馬甄輿女士、朱佩宜女士 

駐校社工 梁玉嫦女士 

幼兒教師 何琪女士、陳依琳女士、區啓思女士、吳羨婷女士、譚穎婷女士、黃婉萍女士、 

張曉雯女士、林惠芬女士 ( 2019 年 6 月到任 )、樓恩蕎女士 ( 2019 年 8 月到任 )、 

石梓龍先生 ( 2019 年 9 月到任 ) 

助教老師 歐陽秀麗女士 ( 2019 年 9 月到任 ) 

會計文員 黃美華女士 

文員 梁施蒂女士 

廚師 劉少霞女士 

助廚 曾惠玉女士 

職工 鍾華芳女士、黃麗萍女士、李妮娜女士 ( 2019 年 9 月到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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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教會委員名單 

顧問 梁慧嫺傳道、周賢明先生 

主席 邵良智先生 

副主席 黃冠維先生、鄭小蘭校⻑ 

秘書 張王小芬女士、譚穎婷老師 

司庫 梁鮑素萍女士、馬甄輿老師 

聯絡 余林詠安女士 

康樂 馮鄧瑨瑜女士 

委員 丘倩儀主任、黎丘綺玲女士 

 

六、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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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怡幼兒學校 陳雪芬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本校一直重視幼兒身心靈健康的發展，本年度關注項目為「提升幼兒對情緒的察覺及調節」。學校通過與專業機      
構舉辦的教師培訓，教導老師以遊戲方式促進幼兒情緒及社交發展，及提昇老師在課堂上處理有情緒社交困難幼    
兒的技巧。老師在課室的圖書⾓內放置情緒管理繪本故事書，亦讓幼兒透過故事感受不同⾓色的性格及情緒，讓    
幼兒學會理解他人感受並從扮演中想出舒緩情緒的方法。此外，學校亦推行「兒童為本親子遊戲治療」工作坊，    
讓家⻑定期在家與孩子進行遊戲，提升及改善親子關係與溝通，並能紓解孩子的心結，預防及處理孩子的情緒行    
為問題。 

本校亦著重老師的溝通及協作能力，本年度第二個關注事項為「建立良好的教職員團隊及提升老師對學校歸             
屬感」。學校設有「關懷小組」，小組會舉行不同的活動，包括：教師團契、秘密天使、生日會、歷奇訓練及美化校園等活
動，讓老師彼此間有更多溝通，互相勉勵、彼此代禱、支援、激勵及關懷，建立愛的文化，活出「愛」的樣式。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校的校董有熱誠事奉精神及具備專業的知識，他們為學校訂立清晰辦學宗旨及組織架構，透過會議以妥善監察學
校的發展方向、行政、財政及人事管理並作出適當的跟進。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機構亦重視學校與家⻑的溝通，因此於本年度新增手機應用程式「校家⾓」，方便家⻑閱覽通告
及學校資訊。此外，本年度香港因新冠疫情影響，整個教育界進⼊了史無前例的停課安排，因此學校亦將老師及社
工攝錄的教學影片上載於本校內聯網，支援家⻑在情緒及育兒上的需要，同時亦讓幼兒在家繼續學習。 

學校亦在停課的日子，不斷更新設備，美化環境，如改善學校外牆的圖案、⼤堂設更多區⾓讓幼兒活動及增添小型
圖書櫃等。 

2.�學與教 

本校課程以兒童為本並根據《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機構的辦學宗旨及學校的願景「愛心培育、健康成⻑」、家⻑的需
要及社會步伐來編定。本校課程內容是以綜合故事主題及方案教學為中心，並以聖經真理及生命教育貫穿整個課程，
並配合主題內容，設計「乖寶寶活動冊」，讓老師、家⻑一同參與鼓勵，讓幼兒學習應有正確生活態度，以達致靈、德、
智、體、群、美全面均衡的發展及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 

老師根據主題及幼兒的學習興趣佈置課室環境，設計不同的區⾓，為幼兒建立一個具遊戲性、探索性和操作性的自
主學習環境；並參考安吉自由積木遊戲概念，融⼊幼兒生活經驗、興趣需要而設計茵怡自由建構遊戲，從遊戲中達
致幼兒六⼤發展範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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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年度學校亦加⼊繪本故事於校本課程內，按主題加⼊相關的延伸活動，如戲劇扮演、體能遊戲及科學探索

等活動，希望透過與主題相關的繪本故事，讓幼兒理解故事⾓色的情緒及德育元素，能明白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本

年學校需要面對停課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實現「停課不停學」的目標。疫情下，在家學習成為教與學的新常態，因

此在課程設計上需要更有創意。學習方法、教學策略、評估回饋，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的。在疫情下，學校亦調

節校本課程，策劃和籌備新常態下的「新課程」，務求做到「學．教．評」的新常態，讓幼兒在家亦同樣得到一個有意

義及可量度的學習，回饋課程。學校每星期上載教學影片，內容涵蓋全面，包括：主題影片、中、英文故事及延伸

遊戲、聖經故事及詩歌、兒歌、小肌肉遊戲、圖工活動、小⾷嚐試、外籍老師授課及科學小知識等，讓幼兒在暫停

面授課期間亦能得到多元化的學習。老師亦會利用網上會議的軟件進行實時面談，除了關心幼兒的近況及生活點滴

外，老師更會提問影片中曾經提及的主題知識，透過遊戲以了解幼兒的學習情況。老師於評估後進行各種數據分析，

了解幼兒在各方面的學習情況，從而再修訂教學內容和方法，提升幼兒的學習效能和興趣。 

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融合幼兒服務等，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提供適切的服務。老師為新生編訂新生
適應期時間表，透過有趣又特別的活動，加上老師的愛心和耐心照顧，使幼兒得到愉快的感受；老師亦會為每個教
學活動設計二至三個級別的教具給予不同能力的幼兒鞏固所學。 

另外，本校亦提供駐校社工服務，內容包括：家⻑講座、家⻑面談、家⻑小組、遊戲治療、探訪、和諧粉彩等，    
為家⻑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轉介，減輕家⻑的負擔及壓力。 

此外，雖然因疫情停課，但學校在此期間開放校舍，照顧未能安排在家照顧的學生。 

 
三、總結及來年展望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不少活動及計劃亦需要延期或取消，故學校將延續上年度的重點，以情緒教育為關注事項，並
集中以遊戲、繪本故事及其他戲劇的策略融⼊班本課程及環境⾓落中，藉以幫助幼兒認識不同情緒反應的敏銳度，
並懂得用適當方法處理情緒，從而逐漸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正面的情緒行為。 

另外，學校一直重視幼兒的閱讀文化，認同閱讀在幼兒成⻑過程中是一個重要階段，從小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有
助建立學習語文的興趣，同時可以引導幼兒專心聆聽以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同時，亦有助幼兒樂意用說話與人溝
通，或以圖畫、文字表達想法和感受、積極提出問題及回應提問，更逐漸能從日常對話、生活經驗和故事中，理解
事情的時序或因果關係。故此，學校希望透過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吸引幼兒喜愛書本，對閱讀產生興趣，繼而讓
閱讀成為終身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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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花絮 
 

 

 

 

 

 

 

 

 

 

 

 

 

����小一家⻑講座  

 

 

 

 

 

 

 

 
 

����親子賀年⾷品製作  

 
����新生適應活動  

�
�
�

�

�

�

�

�

�

�

�

�

����親子聖誕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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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年宵活動  

 

 

 

 

 

 

 
 

����報佳音活動  

 

 

 

 

 

 

 
 

 

����參觀區內小學  

 
 
����親親祖父母活動  

 
 
 

 

 
 

����話劇欣賞  

 

 

 

 

 

 

 
����參觀茵怡街市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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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幼兒學校                                                      黃文茵校⻑ 
 

一、年度發展簡報 

學校參與及完成兩年的「幼兒中、英文發展計劃」。為讓學校能延續計劃，管理層領導成立語文課程統籌小組，透過定
期的會議規劃中、英文課程⼤綱，並在小組備課檢視課節內容，互相分享心得，集思廣益，加強對課程目標規劃和
要求的共識與一致性。下學期時間，小組成員善用停課期額外召開會議，與老師更深⼊地規劃下學年的英語課程⼤
綱及教學策略。全體教師均認同編訂及修訂各級中英文課程⼤綱後，有助他們訂定清晰的教學目標。 

組⻑亦帶領教師共同備課，一起發掘幼兒的語文發展需要，設計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教師一致認同組⻑小組備課，
能集思廣益，設計合宜的語文教學策略，優化教學。 

為持續優化學校的課程及提升幼兒學習效能，本校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協作，領導教師優化環境⾓落設計，以促進
幼兒自主學習機會。學院委派資深計劃主任到校，透過教師培訓、備課、觀課、檢討會議及與管理層分享交流意見，
提升教師在課程環境規劃上的專業能力。計劃主任在上學年進行初步的觀課及提供兩節的教師培訓，教師一致表示
培訓內容切合他們的工作需要，能有效幫助他們提升規劃環境以推行課程。惟 2020 年  1 月下旬因持續停課關係，
計劃需要順延至新學年跟進。 

 

二、幼兒學校概況 

1.�管理與組織 

本會於 2005 年  8 月於天水圍校址建校，由校董會管理學校。成員及顧問為各界的專業人士，包括：牧師、副校⻑、
社工、學院導師、行政人員、會計師及幼兒學校校⻑代表，各人具備專業的知識及共同的使命，為教育的工作群策
群力。 

天恩幼兒學校開校以來，匯聚共同信仰的教職員，依從播道會辦學宗旨及服務使命，同心一起培育幼兒。校⻑具備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資歷、特殊教育證書及完成校⻑行政管理課程，並具備二十年以上幼兒教育行政經驗，有效帶領
學校持續發展。本校教學團隊穩定，全體老師具備幼兒教育證書 (CE)，當中有 44% 教職員已具備幼兒教育學士學
位資歷及 40% 已修讀特殊教育課程。 

學校不斷完善設施如：於本年度更新防疫消毒洗手液機、消毒餐具櫃、霧化消毒機、創意拼砌玩具、積木板、教材
櫃、空氣清新機、美藝展示板等，以確保學生持續在良好的環境及充裕的資源下生活及學習。 

管理層能有效轉危為機，配合疫情的需要，調配資源調整收費與家⻑共度時艱，亦在經濟、⾷物、防疫物資上，    
與不同的機構協作，支援及照顧不同持分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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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與教 

本校課程能配合《學前教育課程指引》和學校的辦學宗旨，進行綜合課程，全面涵蓋靈、德、智、體、群及美等六

育的發展。本校積極推行全方位教學，強調為幼兒創造實際的學習情境，善用社區資源。課程是從幼兒的已有知識、

生活經驗出發及配合社區特色去設計；並透過探究教學，讓幼兒在真實的體驗中學習知識，並能與生活應用結合，

以提供全面、適切而均衡的全人教育課程。 

本校辦學宗旨是以聖經真理為基礎，把宗教教育元素融⼊課程。所有教師有著同一理念和使命，將信仰融⼊於主題
課程中實踐出來。學校聘用宗教統籌老師，為幼兒安排及主領兒童崇拜，關注培育幼兒靈育發展。 

學校著重幼兒的全人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去發展幼兒多方面的潛能，讓幼兒享受全面及均衡的學
習經驗，培育幼兒良好生活習慣，激發幼兒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本校一貫採用綜合主題教學模式，配合探究教學，提供實際的情境，讓幼兒透過觀察、提問、預測、求證、發現、
思考、展示等，營造開放及互動的學習氣氛，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達成學習目標。幼兒在過程中表現好奇心、積
極及敢於嘗試的學習態度，並常樂於以圖畫、文字或語言來分享學習成果。 

在處理學習差異上，老師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例如：小組形式、以強帶弱、座位安排、不同層次的學習等，來幫
助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亦為個別學生提供家居訓練作業，引導家⻑在家⻑為子女進行延伸訓練，以提升幼兒學習
效能。 

本年度亦配合疫情的需要，以新常態的教學模式，教師與主任定時透過不同媒體與家⻑和幼兒保持聯繫，如 : 視像通
話、手機即時通訊軟件及電話聯絡等，從而了解家⻑和幼兒的近況和需要，並提供相關建議及最新資訊。停課期間，
教師製作不同形式的教學影片、派發小禮物，小手工等，讓學生在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 

3.�機構文化及給予兒童支援 

學校設有新生適應活動、暫託服務、延⻑服務、融合幼兒服務，為有需要的幼兒及家庭提供適切的服務。 

在給予兒童支援方面，為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個案達至及早介⼊，本校提供融合服務及參與由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
處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定期安排特殊幼師、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提供個別訓練。另外，
是項計劃亦定期委派臨床心裡學家到校提供個案諮詢服務，以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提升能力及改善情緒。
學校亦參與由小童群益會提供支援的「賽馬會童亮計劃」，亦在疫情期間為學生提供親子活動盒子、防疫物資及津貼
款項，支援各家庭的需要，及作適時送暖行動。 

本校重視家校協作，家⻑教師會成立至今已踏⼊第十二年，過去一年成功獲教育局的資助推行：交職禮親子愉景遊、
親子賀年油⾓制作班。鑑於疫情，整個下學期停課，原定的興趣班、手工班、親職講座等活動都取消了。 

本校安排每週四天的駐校社工服務，內容包括：家⻑面談、個別諮詢、家⻑小組、兒童輔導等，幫助家⻑檢視自己
的管教方法，為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轉介，擴闊家⻑的生活經驗和社交網絡，讓家⻑更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從
而減輕家⻑壓力。駐校社工在疫情期間亦邀請幼兒在家拍攝抗疫短片上載於網上平台為各人打氣，給予⼤家在疫情
期間發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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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員名單 

校⻑ 黃文茵女士 

行政主任 張立芬女士 

課程發展主任 梁嘉瑜女士 

融合組教師 陳淑娟女士、陳慧萍女士 

幼兒教師 吳春萍女士、余詠騫女士、陳偉蓮女士、翟偉珊女士、葉春婷女士、何芷忻女士、楊紫霞女士、 

吳穎欣女士、關頌恩女士、崔嘉雯女士、馬秀玲女士、陳愛蓮女士、鍾苑伶女士 

延展老師 陳詩娜女士 

駐校社工 蘇世恩女士 

文員 陳詠珊女士 

廚師 楊麗梅女士 

職工 廖小冰女士、劉慶惠女士、朱瑞花女士 

半職職工 謝莉媚女士 

4.�家教會委員名單 

主席 趙倩儀女士 

副主席 黃軼然女士、黃文茵校⻑ 

司庫 施淑儀女士、梁嘉瑜主任 

文書 黃家寶女士、吳春萍老師 

聯絡 李嘉雯女士、崔嘉雯老師 

康樂 馮梅華女士、莊瑞潤女士、吳穎欣老師 

總務 劉嘉敏女士、馮燕女士、關頌恩老師 

 

五、活動花絮 

 

 

 

 

探究防晒用品 
探訪保良局綜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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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照顧嬰孩 

自由由遊 

秋天郊遊活動 

新生適應活動 

參與童亮館 

戶外探究風活動 

參觀宜家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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