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已完成為期兩年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幼兒中英文發展計劃」，透過專業
培訓及到校觀課、備課及檢討，本校老師把所學的語文特點與單元學習活動結合，加強
「識字」、「詞語和句子」及「閱讀」元素，增強幼兒的語文意識。幼兒在認讀活動和
中應用包括筆畫、部件和字形結構的構字規律，建立完整正字知識。透過兒歌「好媽媽」
介紹重點詞語「媽媽」再配合單元活動家庭樹，幼兒發現「女」字部的生字，認識「女」
字部首及其此意思，讓幼兒明白「女」字還會在其他位置出現。透過兒歌「小海獅」，
認識「au」韻母，並以「球」字透過「相同部首」、「同韻字」、「相同語素」、
「類屬」，擴充詞彙網路，有效提升幼兒心理詞庫及歸納能力。此外，配合校本綜合課
程學習句式「無論…，都…。」，幼兒能指出事物相同和不同的特點，留意到句子與句
子之間的條件關係，運用複句簡潔地表達繁雜的意思。幼兒從文本運用閱讀中的字詞理
解、篇章整合體驗更多思考過程，增加閱讀的深度。
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推行學習活動，加強幼兒對參與語文活動的學習興趣，提升語文的
語文意識、表達能力、興趣及自信，促進幼兒學習語文的能力，語文課程更見完備。

本年度發展計劃

識字：左右結構

閱讀(句式：如果…就)
(編章整合)

識字：認識部首及其意思

建構詞彙網路

詞語和句子(無條件複句)
(無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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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滙豐銀行開辦之幼兒學
校，為其轄下員工的二至六歲幼兒提
供學前教育服務，並由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管理，本校於1990年開辦，創校
至今已有28年歷史，本校共有4個活
動室、1個室內遊戲室、1個藝術工作
室、獨立大廚房及全校設有中央冷氣。
本校重視幼兒的身心均衡發展，以
「創意藝術啟潛能，培育語文展才華」
為教學的方向，激發幼兒的學習熱忱，
並培養其良好的生活習慣，更憑藉各
項豐富的兒童文藝活動，如：創意美
術、戲劇、舞蹈和音樂等，從小培養
幼兒對美藝的情操，從而促進幼兒在
智能、體能、美藝、情緒及社交等方
面的均衡發展，達至「全人發展」的
辦學宗旨，為幼兒的未來打好穩固的
根基。

P.1

本校林穎欣主任及陳玉清主任獲「家長也敬師」第二十三屆表揚教師「表揚

狀」。(8/9/2018)

本校高、低、幼兒班幼兒榮獲油尖旺區校長會舉辦之「2019好聲音@油尖旺」

學生歌唱比賽幼稚園及幼兒學校組冠軍及最佳合拍獎。(11/5/2019)

高班王子晉參與「EYE LEVEL幼稚園數學邏輯思考大挑戰2019」獲得金獎。

本校高班、低班幼兒參加「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幼稚園組：兒歌獨誦)

中，高班李貝嘉榮獲亞軍、高班林雨璇、低班鄧子樂及吳晞翔榮獲優異獎。

本校高班參加「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9」，薜玥杉奪得K3女子組30秒

前繩雙腳跳速度賽亞軍，李晋澤奪得K3男子組30秒前繩雙腳跳速度賽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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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SING」成長追蹤研究計劃 (2016-2019)

高班參與「滙豐社區節2018」表演(18/11/18)

高、低及幼兒班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流動視覺健康檢查服務》」活動

(25/3/19)

高班參觀「Slowood超級市場」活動(11/3/19)

各班參與「第二十五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6/5-10/5/19)

高、低及幼兒班欣賞「國際綜藝合家歡2019」學校巡迴演

出「奇思妙想」及「點、撇、捺」活動(24/5/19, 13/6/19)

幼兒班參與「探索大自然遊學園x動物農莊2019」表演 (12/7/19)

各班參與「幼兒藝術發展基金」資助欣賞音樂劇《高唱夢與想》(8/12/18)

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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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參與《油尖旺社區種植日2018》活動 (8/12/18)

高、低班參與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口腔健康服務》(19/11/18)

高班參與維港灣長者會所「新春舞蹈表演」 (14/2/19)

本校的教學活動旨在培育幼兒主動學習、建構知識、學習技
能和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亦透過師生互動和同儕學習的機

會及刺激，令幼兒在體能與健康、語文、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及藝術與創意等六大

範疇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

高班參與《玩具反斗城與基督教勵行會合辦之「愛.分享」工作坊》活動 (12/11/18)

高班參觀《Jaime Hayon奇想宇宙》設計藝術展活動 (12/11/18)

本校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8一人一花》活動 (12/11/18)

高班參觀「Repetition as Art：ZHAO ZHAO

TAKES ACTION」藝術展活動 (18/10/18)

高、低班參與無煙有LIKE《幼稚園預防吸煙教育計劃》(1/11/18)

低班參觀「梵高在世:多感官體驗展覽」 (8/5/19)

高、低班參與《 Rugby Run, Rugby Fun 欖球運動》(23/11/19)

各班參與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2018-2019「陽光笑容新一代」(18/3-9/6/19)

低班參觀「奧沙藝術空間參觀「當下飄逝:東南偏南」藝術展」 (8/5/19)

高班參與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聖誕節敬老綜合表演(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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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協作/親子活動
新生適應期 (5-18/9/18)

家長代表小組會議 (28/11/18,21/3/19)

各班家長會 (7/9,15/9,22/9,6/10/18)

幼兒學校校友會18/19年度執行委員會會議(10/11/18,26/1,20/4/18)

全校參與2018-2018年度親子閱讀計劃 (16/11/18-19/7/19)

新生適應期家長面見日 (10/11/18)

各班家長參觀日 (8-15/3/19)

新生家長參觀日 (15-16/11/18)

2018-2019年度新生面見日(17/11/18)

畢業生茶聚 (8/12/18)

聯校親子運動會(30/3/19)

高低班參與「戲有益」深耕計劃親子工作坊 (4/5/19)

幼兒幼初班參與「戲有益」深耕計劃親子工作坊 (25/5/19)

2018-2019年度上學期家長日 (23/2/19)

2018-2019年度新生面見日(二) (23/3/19)

校友會「親親大自然親子大旅行」(1/5/19)

低班參觀「樂聚在油天」參觀活動 (22/5/19)

敬愛母親大行動活動 (10/5/19)

幼兒、幼初班家長參觀日 (4-12/3/19)

父親節之「拍一拍」活動 (14/6/19)
升讀小一座談會(1/6/19)

新生家長參與「基礎快樂教練」證書課程 (12,19/1/19)

2018-2019年度新生家長會 (13/7/19)

全校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之正向子女管教家長講座(29/6/19) 

2018-2019年度下學期家長日(10/8/19)

高班「小一模擬課程」家長會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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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家長能清楚及掌握幼兒的學習能力及各方面的發展，
老師日常會於學習活動中為幼兒進行個別及小組學習評估，
按個別幼兒的學習需要作出提升及協助，並定期於單元學
習報告中向家長展示幼兒的學習進程。

老師亦會透過日常的觀察及評估記錄為幼兒製作兒童發展
檔案。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展現幼兒於語言、認知、體能、
情緒/自理、群性及美藝等各方面的表現及發展。

除日常課程的學習評估外。本校亦珍視幼
兒的個別差異及潛能，定期為幼兒進行中
英文語文評估。

每學期均會派發兒童學習評估報告，概括
幼兒的學習能力；而學年終結時更會派發
兒童綜合能力報告，總結幼兒各方面的學
習表現。

專
業
支
援

本校與機構、政府部門、鄰近小學及社區團體均有緊密聯繫。
為家長及幼兒提供不同的專業支援服務，如：親職教育、家庭
輔導等資訊及講座，以優化本校的教學。

校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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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參觀瀕臨物種資源中心(5/9/18)

高班三棟屋博物館(10/9/18)

低班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6/9/18)

高班參觀港鐵安全體驗天地(7/9/18)

高班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13/9/18)

高班參觀衛生教育展覽中心(14/9/18)

低班參觀香港科學館(11/9/18)

高班大角咀海濱公園體能訓練活動(12/9/18)

高班佐敦谷公園秋郊行 (2/11/19)

高班參加道無盡：方召磨水墨藝術展 (3/11/18)

幼兒班家居探訪 (26-27/11/11/18)

高班詩歌妙韻獻佳音2019社區行 (5,16/12/18)

高、低班參與企業服務部進行「新春團拜」(19/2/19)

幼兒班參觀超級市場(18/2/19)

高班參與「幼兒創意藝術展_童創童繪」開幕禮 (17/5/19)

幼兒班參觀屯門交通安全城及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15/4/19)

低班參觀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維多利亞公園秋郊行 (28/11/19)

高班參與銀行環保部門主辦的世界環境日「我要走塑」活動 (5/6/19)

幼兒班參觀旺角郵政局(22/5/19)

心橋融合教育團隊
(言語治療師)馮Sir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麥天賜校長沙崙小學

任竹嬌校長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

陳淑儀校長

戲有益深耕計劃
潘君彥導師 鄭老師

語常會「幼兒中英文發展計劃」
譚老師

高班、低班、幼兒班參與油尖旺校長會主辦

「2019好聲音@油尖旺」學生歌唱比賽

(11/5/19)

高班參觀沙崙小學及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20及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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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情況
本校的主要服務對象為二至六歲幼兒，而本年度共有136
名幼兒在校就讀，並按其年歲分為高班、低班、幼兒班及

幼初班，接受本校的教育及照顧服務。

k2:23人

k3:25人

k1:38人

PN1:25人

PN2: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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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奧比斯護眼活動」(3/9/18)

仙樂飄飄音樂活動 (5/9/18)

「機電安全‧從小做起安全講座(4/9/19)

積極人生正向教育活動 (11/9/18)

「沉醉藝術空間」活動 (13/9/18)

低班遊樂園活動 (15/9/18)

我最有「營」活動 (14/9/18)

國慶活動 (30/9/18)

歡渡佳節慶中秋 (24/9/18)

28週年校慶「開開心心迎28」 (19/10/18)

幼初班「嬰兒到訪」 (3/1/19及25/2/19)

樂唱繽紛迎聖誕活動 (4-20/12/18)

暖笠笠迎聖誕2018慶祝會暨敢動活動(21/12/18)

幼兒班「綿綿糯米飯」活動 (10/1/19)

新春團拜暨華服日 (12/2/19) 

各班元宵節活動 (19-21/2/19)

親子愛牙計劃 (18/3-9/6/19)

幼初班PN1參與造帽師專家到校活動 (10/5/19)

端午節慶祝活動 (14/6/19)

水果日暨兒童節慶祝活動 (4/4/19)

「人人有利事」新春募捐大行動 (28/1-28/2/19)

年
度
活
動
摘
要

幼初班「吃火鍋」活動 (27/1/19及18/2/19)

各班參與父親節慶祝活動 (15/6/18)

滙豐畢業茶會 (27/6/19)

高班「小一模擬課程」活動 (8/7-26/7/19)

高班拍攝畢業相 (12/6/19)

各班「夏日樂逍遙及結業禮」活動 (5/8-16/8/19)

復活節崇拜 (18/4/18)

幼兒班「消防員到訪」 (15/5/19)

幼初班「護士到訪」 (9/5/19)

本年度共有25名畢業生。
當中有100%幼兒獲派
首三志願的小學。

小一派位情況

PN2:25人



我
們
的
學
與
教

語文培育

我
們
的
家
校
協
作

本校視家長為教育伙伴，
致力建構「家校同心」
的文化，積極推動家長
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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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透過與香港話劇團及香港教育大學的資深導師協助修訂的戲劇活動
教學設計，以正向情緒教育元素推行的戲劇學習活動，協助幼兒善用戲
劇不同習式提升幼兒思考、創意、協商、表達及解難能力，以促進他們
全人發展。

本校的獨立網頁把幼兒學習的最新情況、

相片花絮、通告等資訊定期上載到網頁，讓家

長於毫無地域及時間限制的情況下瀏覽學校的資

訊，清楚掌握本校的動向及發展。

我們更設立家長代表小組，由各家長以投票形式選出班代

表，他們分別為高班鄺柏仁家長、勞善瑜家長、低班岑文蕊家長，唐子逸

家長，幼兒班李貝兒家長、呂博賢家長及幼初班PN1甘梓逸家長、黃靖軒

、黃靖霖家長家長、幼初班PN2潘柏希家長、袁希晴家長；本年度已召開

了二次會議商討校政，成為家校交流意見的重要橋樑之一，亦謹此多謝各

家長代表的參與。

透過家長代表小組、滙豐銀行協調委員會家長代表鄺柏仁家長出席會議及

提供意見，讓家長有足夠機會向學校表達意見。

教職員樂意與家長溝通，並會透過面談、電話、電郵、留言便條、手冊及

網頁等途徑與家長交流資訊。

每日將幼兒學習的新知識及幼兒學校活動花絮記錄於兒童學習活動日誌中，

並上載於網頁內，讓家長瀏覽，另在個別事件上，校方亦會透過電郵即時

知會家長。

每年舉行兩次家長日和各班家長參觀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幼兒的學習進度

及各方面的發展。

讓家長定期參與我們舉辦的不同活動，如：親子運動會、家長專題講座、

家長會、親子藝術行等，增加彼此的溝通和了解。

幼兒畢業後亦可加入校友會，藉以聯繫學校與校友間的情誼，並建立持續

的友好及支援關係，校友會旅行成為我們一年一度聚首的大日子。

家長代表小組特別成立了一支攝影隊以支援校方不同的活動，幫助拍攝

及攝錄的工作，包括：李慧瀅家長、柯政希家長、唐子逸家長、吳晞翔家

長、鄧子樂家長、張立賢家長、李貝兒家長、張頌賢家長、潘玥潼家長、

黎睿瑜家長、何浩仁家長、賴海瑩家長、陳渝雅家長及吳彥霖家長。

戲劇正向情緒培育

本校以全語文為教學理念，透過日常英語及普通話活動、分享、
大圖書、兒歌等，逐步提升幼兒英語及普通話閱讀的興趣及層次。



美藝培育 專題研習
香港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城市，到處不乏異國的餐廳和店鋪，而且我們常遇見的鄰居、老

師和同學都可能來自五湖四海，大家的膚色、語言都各有不同。在談話活動中，幼兒都雀躍

地分享他們到海外旅遊的所見所聞。因著幼兒的興趣，老師亦與幼兒一同分享圖書《世界的

孩子，不一樣的生活》和《北緯36度線》，幼兒在書本中認識到不同國家的人的生活方式、

居住環境及日常的消遺等，幼兒都感到十分有趣。因此，我們便開展了「多元文化」的專題

研習。在研習的過程中，幼兒除了分享在海外的文化體驗，亦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打招呼

方式、國旗、特色建築物、貨幣、地理位置和氣候、民族服飾、特色食物等。專題研習的過

程中，來自台灣、菲律賓和印度的家長和老師更向幼兒分享他們國家的文化呢！在認識過不

同國家的文化後，幼兒明白每個國家的文化也有差異，但彼此間應互相尊重和接納，共建一

個共融關愛的社會。幼兒更與老師一同創作有關共融關愛的故事，並於聯合畢業典禮中以戲

劇形式表演出來。

P.7 P.8

除每日的大肌肉活動外，本校安排各班幼兒每星期進行體能課程，
加強幼兒在身體協調及活動技巧等方面的能力，再配合健康飲食計

劃，自小將全人健康的概念植根於學前階段的幼兒。

本校一直致力培育幼兒的全人發展，早於80年代已開始設計幼兒文藝
活動，如創意戲劇、創意美術、音樂、舞蹈、主日學、德育及環保等
活動，促進幼兒全面均衡的發展。為求力臻完備，幼兒不但能於校內
得到富趣味而專業的創意美術培育外，本校更安排幼兒走出課室欣賞
不同的藝術展覽，藉此擴闊幼兒的藝術視野，更為高班幼兒舉辦創意

藝術展，讓幼兒把所思所想，透過多元創作作品展示。

體能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