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學習生活 
 
信望孩子的笑臉 
 
    .孩子每天都可以在自選活動時段，自由地安排自己 

玩甚麼、怎樣玩，那多種有趣百變、各式各樣的遊戲， 

盡情地嘗試和挑戰自己。還有配合不同的主題，安排孩 

子們隨同老師到各處參觀，開拓視野，從親身經驗中誘 

         發學習的動力和興趣並建構知識。 

      不過，老師們最愛還是看見信望那充滿動力的孩子 

 . ，笑著、玩著、想著！相信這就是信望教學團隊朝自由 

        遊戲的教育目標進發的最大源動力。 

 

 

           

 

 

 

 

 

 

 

 

 

 

 

 

 

 

 

 

 

 

 

 

 

  

 

 

 

 

 

校長：黎嘉賢 
 
地址：九龍黃大仙下邨

龍康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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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服務 
在自由中遊戲，在遊戲中學習 

.   自由遊戲具有讓遊戲者培養自發、愉快、開放、想                                     

像、積極參與的心理特質。本校團隊深明「遊戲是幼兒 

自主的活動選擇，也是幼兒建構、瞭解世界的主要方式 

之一。」故在本年度參加了香港浸會大學學校 

支援計劃－「幼兒成長：從遊戲開始」，致力 

讓幼兒在自主、愉快及物料豐富的環境下遊戲。 

 

.          近年每當踏進課室，幼兒的歡聲笑語不絕於耳。好像 

早前在「百變空間」裏的幼兒你一言，我一語；你搬橋墩，我搭橋樑。在大家共同協作下，轉眼

便架起一座高低起伏的獨木橋。他們互相攙扶著過橋並露出勝利的笑容，似乎對自己的成果感到

十分滿意呢！幼兒還模仿各種動物的趣怪走路方式過橋，逗得老師哄堂大笑。 

又課室另一隅傳來一陣嘰嘰喳喳的議論聲。原來是

進行「滾滾樂」的幼兒就如何固定地上的障礙欄展開熱

火朝天的討論。他們樂此不疲地嘗試不同解決方法，如

調整塑料棒的傾斜角度、增加底座重量等。幾經努力解

決難題後，幼兒都歡呼雀躍，露出躍躍欲試的表情。以

上種種，把本校的教學目標「教快樂，學開心」淋漓盡

致地展現出來。 

 

 

 

對於幼兒的學習，教師們都欣慰 

      地表示：「只要相信幼兒的能力，給 

      予其自主探索的機會，在反覆的觀察 

      、嘗試、探究及鷹架協助下，他們的潛能及最近發展區 

      都能在日積月累下得以發展和躍升。」這誠如學者尚‧ 

      厄普斯坦(Jean Epstein)所言：「孩子們不是為了學習 

      而遊戲，他們是因為遊戲而學習。」 

 未來，我校團隊會繼續努力達成孩子「學‧開心」 

      的教育精神。 

 
(三)學校展望 
           踏進 2018年 9月香港幼稚園教育體系已正式邁向 

       新紀元。學校為配合課程「遊戲學習好開始 均衡發展 

       樂成長」的教育理念，本學年致力栽培老師推展遊戲 

       課程的專業發展；為使成效更顯著，讓孩子獲得更高 

       品質的教育，來年重點發展目標如下: 

        優化教師設計遊戲課程及推行遊戲的形式和技巧、以 

        培養幼兒六大範疇學習目標的均衡性。 

 
 



 

(四)全年回顧 
       本校為了讓幼兒締造更多「從做中學」的機會，在配合各主題下特安排多元化的參觀及課堂 

   活動，以擴闊幼兒的學習經驗；讓其擁有更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並建構知識。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7  「服裝派對樂」生日會  

10/2017  高班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低班參觀屯門公園爬蟲館 
 歡樂中秋賞燈遊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7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家有生氣小恐

龍」 
 「愛+閱讀」計劃低班家長培訓工作坊 

11/2017  生日會暨班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小人兒劇場之 "信信"愛回家 

 「愛+閱讀」計劃低班家長培訓工作坊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家長工

作坊 

12/2017  高班遊覽黃大仙公園  聖誕繽"Fun"遊戲日 
 假日農場一天遊 

1/2018  生日會暨扮野表演 
 小人兒劇場之 "力力"的百寶袋 

 家長觀課週 
 「愛+閱讀」計劃家長回溫工作坊 
 1.13女青賣旗日 

2/2018  低班參觀沙田交通安全公園 
 「紅獅賀歲喜洋洋」賀年活動 

 「愛+閱讀」計劃低班家長培訓工作坊 

3/2018  高班參觀食物銀行 
 小人兒劇場之 "承承"是個好幫手 

 「快樂跨難」親子小組 
 生日會暨復活節感恩活動 

4/2018  高班遊覽黃大仙公園 
 小人兒劇場之承承是個好幫手 

 

5/2018  幼兒班參觀百佳超級市場 
 低班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低班學生參觀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高班參觀消防及救護中心暨博物

館 
 低班及高班學生道路安全講座 
 高班拍攝畢業相及基、幼、低班 
   拍攝班相日 

 生日會暨班際歌唱表演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孩子脾氣解碼」 
 高班畢業旅行之海洋公園 
 「愛+閱讀」計劃家長回溫工作坊 

6/2018  生日會暨班際話劇表演  幼兒教育部 2017-2018年度聯合畢業
典禮 

7/2018   「歡欣喜迎女青幼兒服務70載」結業
典禮 

8/2018  2018暑期智多Fun 
 高班升小一模擬適應活動 
 2018暑期智多Fun結業聯歡會 

 

9/2017 

至 

8/2018 

 高低班幼兒交通安全隊 
 兒童團契 
 祈禱樹活動 
 親親您親親我宗教訊息故事 
 天空下的廣播 

 高低班「愛+閱讀」計劃 
 「家庭健康維他命」之「家+維他命」

計劃 
 「我們這一家」活動記錄冊 
 親子資源天地 
 爸媽故事小樂園 
 親子平衡小組 
 家長日 
 女青悅兒成長服務 
 戲劇樂 

  協作之會內單位：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誌寶松柏中心 
  協作之會外機構：香港金融管理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交通安全組、陽光笑容小樂園、孔教學院                            

                   大成小學、消防及救護中心暨博物館、油塘樂餉社 



 

(五)得獎紀錄 
        為使幼兒從小培養具挑戰的精神，不怕困難。因此安排幼兒參與校外不同的活動。本年 
       度感恩的是幼兒榮獲佳績。茲將獎項臚列如下︰ 
 

日期 獎項名單 獲獎人/計劃 頒獎機構 

2/2018 
交通安全隊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外觀標準優異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信望幼兒學校 

香港交通安全會 

5/2018 

第二屆幼稚園 STEM  
智能積木拼砌大賽 

呂嘉儀 (優異獎) 
張信希 (優異獎) 
胡梓俊 (優異獎) 
李德禹 (優異獎) 
洪日楠 (優異獎) 
陳邦晉 (優異獎) 
邵浚鳴 (優異獎) 

 
 
 

獻主會溥仁小學 

黃大仙區幼稚園多元
智能大比拼優異獎 

陳彥齊 聖公會基德小學 

 
(六)家長回饋 
            本校於 17/3/2018 進行了家長問卷調查，是年回收率達 100%。藉此感謝各家長積極回饋！好 
      讓我校團隊能作出檢討及跟進以持續優化教育及照顧工作。盼望教育服務更臻完善。現將調查結 
      果臚列如下： 

 

 

 

 

 

 

 

 

 

 

 

 

 

 

 

 

 

 

 

 

 

 

家校溝通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8 %  

家長活動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4 % 

十分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適用

兒童表現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2_%  

兒童關顧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7_%  

學校課程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8 %  



 

(七)培訓   
 

      員工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工作坊 校長/教師 新入職教師導向 

培訓及交流 校長/主任/教師 17/18學年專業發展交流團 

校長/主任/教師/ 

文職同工/庶務員 
17/18學年同工培訓日 

校長/主任/教師 

「愛+閱讀」計劃 

課程組： 

1. 參觀本部長青幼兒學校 -探討兒童

體能發展計劃的學習策略及特色 

2. 參觀本部信望兒學校－探討戲劇教

育的特色及發展 

行政組： 

1. 尋找培訓內容–完善女青幼兒教育

品牌 

2. 平等機會在校園 

3. 學校質素評核準備及分享 

處理虐待兒童個案 

主任 幼稚園領袖專業培訓課程 (武漢) 

主任/教師 

同心同行暨 Shared Book Approach 之應用技巧 

同心同行暨體能遊戲的設計及帶領技巧 

同心同行暨工作下的平靜 

  

      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9/2017 高班家長會暨小一入學簡介會 黎嘉賢校長 

10/2017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家有生氣小恐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幼兒教育部顧問 

翁善強先生 

12/2017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 

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陳頌恩姑娘 

3/2018 
惹味青瓜小食家長興趣班 林穎彤 家長 

「責任承擔」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陳頌恩姑娘 

5/2018 

「扭扭汽球樂」家長興趣班 Betty姐姐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孩子脾氣解碼」 

資深執業家庭治療師 

屈偉豪先生 

7/2018 新生家長簡介會 黎嘉賢校長 

10/2017- 

4/2018 

「愛+閱讀」計劃 

家長培訓及回溫工作坊 
周頴茵主任、鄧楚恩老師 

11/2017- 

6/2018 

「親子義工大聯盟」 

義工培訓工作坊 
駐校社工 陳頌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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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跳跳小青蛙 

基礎班  動物面具 

幼兒班  送禮的復活兔 

幼兒班  我愛的家 

幼兒班  毛毛蟲的新衣裳 
高班  有趣的動物 



 

 

 

 

 

 

基礎班  雪糕 

基礎班  小風車 

基礎班  小魚兒 低班  春天的景像 

低班  不同行業的人 高班  我的名畫 



 

畢業生家長感言 

(八)迴響 
 

 

 

 

 

 

 

 

 

 

 

 

 

 

 

 

  

 

 

 

 

 

 

多謝老師們的關心和愛護，上小學後，我仍會記住老師們
的教悔，努力學習。                                                       

       梁詠晞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讓靖萱能適應學校的生活，也能認識到
好朋友，真的很感恩！ 

      陳靖萱家長 

從前小生命，栽培萌芽長。今後幼樹苗，牢記師長話。
他朝成大器，感恩信望愛。 

       林柏同家長 

感謝天父讓我們進入一所擁有「愛」的學校，多謝學校
團隊的悉心照顧。 

     吳宏灝家長 

感謝老師們教導之恩，培養孩子全面的發展，及創
造快樂的校園生活！                               

     梁俊浠家長 

感謝上天的引領，教職員的教導及照料，助孩子能快樂 
的成長！                     

       李俊熹家長 

在信望幼兒學校，小兒學會了很多東西，感謝您們 
的照顧和鼓勵！ 
                                  陳致昇家長 

快樂時光在「信望」，感謝各老師以愛及耐心的教導，
為小一打好基礎。 
                                     曾柏然家長 

畢業了！感謝老師們的悉心照顧，讓紫欣茁壯成長， 
謝謝您們！                   

  葉紫欣家長 

時光匆匆過去，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多年的悉心
教導，日後會努力學習。 

                陳可欣家長 



 

 

畢業生家長感言 

轉眼間就畢業了，多謝校長及老師們悉心教導，讓浚鳴 
得到健全的發展！                      

    邵浚鳴家長 

轉眼間，銘軒將要畢業了。多謝校長、老師們和嬸嬸們
這些年的教導和照顧！                          

     李銘軒家長 

感謝學校裏的校長及老師們用愛心悉心教導，讓若嵐懂
得愛己愛人！ 
                                      黎若嵐家長 

轉眼間，看到子晴從一個膽小鬼變成現在可以在台上表演，
真的很感恩。 
                                           林子晴家長 

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呵護，讓穎欣學會很多的知
識和自理。 
                                       劉穎欣家長 

在這三年裏，我和仔仔都獲益良多，感恩遇到信望幼兒
學校。真的捨不得呀！ 
                                      蔡灝錡家長 

衷心感謝大家對孩子的關心和愛護，讓孩子茁壯成長，
擁有快樂的時光。 

    劉寶兒家長          

孩子畢業了，捨不得校長、老師們、同學們及嬸嬸們，
我們會想念您們呀！ 
                                     鄭天欣家長 

感激各位對小女兒的悉心教導，使到女兒能在愉快的學
習環境中成長！ 
                                     林穎彤家長 

感謝各位對女兒的悉心照顧和栽培，使筠婷每天快樂地成
長，謝謝大家。 
                                        黃筠婷家長 



 

畢業生家長感言 

衷心感謝老師的悉心栽培，讓我們學習到很多，我不會
忘記大家，謝謝你們！                                

       鄭雲海家長 

我的孩子品希畢業了，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老師們辛苦
了！ 

    盧品希家長 

眨眼間，將要畢業，十分不捨。感謝校長、老師們和嬸嬸
的細心教導與照顧。       

       陳邦晉家長 

 

從一個野孩子蛻變成有自信的孩子。謝謝校內各位的教
導、照顧和栽培。  

       李德禹家長 

感謝老師的教導，讓日楠獲益良多，也認識到好多朋友
和渡過快樂的時光。 
                                      洪日楠家長 

感謝學校各位老師們對樂熙的悉心教導，讓他從中
成長，感謝大家！               

    田樂熙家長 

時光飛逝！感謝學校的悉心教導，願信望幼兒學校
永遠充滿朝氣！謝謝！                                                      

          梁浩宇家長 

感謝在這四年間，給予我兒子教導及幫助的老師和
嬸嬸們，祝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黃晉賢家長 

看到小女非常喜愛上學，也樂於分享和愉快學習，感 
謝大家的貢獻！           

   徐紫瑩家長 



 

(九)鳴謝 
 
      9.1   家長教師會委員 

            主      席：林樂萌女士 

            副  主  席：陳新偉先生 

            司      庫：尹佩賢女士 

            聯絡及總務：王清華女士 

  

      9.2   義工導師：伍慧蘭女士 

                       楊  利女士 

             

9.3   合作伙伴 

      黃大仙區區議員：郭秀英女士 

       

      
 
 

       
       

 
 
9.4   教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李秀瓊牧師 

       

      9.5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黃大仙官立小學 

                        

      9.6   政府部門 

            黃大仙下村房屋署辦事處 

            消防處支援課 

            交通安全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9.7   公共機構 

            油塘樂餉社食物銀行 

            屯門公園爬蟲館 

            黃大仙公園 

            百佳超級市場 

            陽光笑容小樂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 

           消防及救護中心暨博物館 

                          

      9.8  本會單位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女青悅兒成長服務 

            龍翔綜合社會服務處  

                                          

 

 

印製日期：2018年 8月 

印製數量：300份 

家長義工隊： 何燕珊女士 李港蓮女士 溫麗萍女士 陳志文先生 張少榮女士 
 周詠怡女士 房莉娟女士 簡健碧女士 黃小苗女士 王曉晴女士 
 余曉丹女士 陳裕茂女士 吳金玲女士 楊  利女士 尚夢影女士 
 葉安妮女士 梁淑芳女士 姚少河女士 張麗群女士 龍淑細女士 
 王清華女士 陳杏瑤女士 余  熔女士 洪小華女士 甘情榮女士 
 張彬彬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