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學習生活  

多元活動  發揮所長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啟發幼兒的潛能，加強學習的主自性，發揮與人合作的精神，提昇幼兒

的分析、解難、專注的能力，從而發掘他們多方面的興趣，培養幼兒多元化的發展。 

 

 

 

 

       嘩…啲水果真係好好味呀!      接駁電路真充滿挑戰啊!         我哋一齊食火鍋啦! 

 

 

 

 

        原來杯可以疊得咁高!           一齊整雪糕好開心！          我哋設計嘅環保袋。 

 

 

 
 

          食蔬菜，好有益!          小黃瓜和豆角終於收成了!    看看我們嘅可愛造型!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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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蝴蝶真係好得意呀! 敲響三角鈴嘅聲音真動聽! 你睇下我哋排隊排得幾直! 



 

(二)重點/創新服務 

綠化校園計劃  
                                                                                     

 透過種植活動計劃，建立兒童對綠化環境的認識和實踐，學習保護環境 

教師與兒童商討一項蔬果種植，如幼兒班種植了小黃瓜、高班種植了白心蕃薯，加強兒童對種

植的實踐。另外，本校將環保課程融合於課程中，透過主題教學、參觀、故事等活動，讓兒童

認識環保 5R-減少使用、物盡其用、循環再用、替代使用、拒絕使用，學習愛護環境、珍惜地

球資源的概念。 

 

 

 

 

 

 提升教師對環保的知識，並引導幼兒一同實踐環保的信念 

透過教師培訓活動，如一對手農莊的種植講座及工作坊、鹹柑桔製作班等，提升教師對綠化及

種植的知識。同時，每半年進行一次會議分享，檢討教師為兒童提供環保(種植)的知識、技巧

和策略成效。 

 

 

 

 

 

 以基督教為基礎，提昇家長對綠化環境的認識及實踐，推動家校共同實踐環保的信念 

本年度與青衣基恩福音堂合作共同舉辦了不同的親子綠化及環保活動，如：一人一花計劃、親

子環境教育工作坊、親子盆景製作工作坊等，目的是推動家校共同實踐環保的信念，並以婦女

向導為單位，實踐可持續發展的生命承傳，並一同實踐環保的信念。同時，學校招募家長義工，

成立家長環保小組，透過環保手作班中學習的環保 5R知識來創作一場環保故事劇場，並於結

業中向兒童和各家長表演，由此加深兒童和家長對環保認識，一起將環保 5R概念承傳。 

 

 

 

 

 

 

http://gracechurchhk.org/message_list.php?pg=&sermon_cat=&sermon_year=&sermon_month=


 

體能計劃 
                                                                              

 循環式體適能活動 

透過每星期一次的循環式體適能活動，建立幼兒運動的安全意識，增加手眼腳協調能力、肌力，
以達至體能發展的水平。其目標包括「走、跑、跳、爬、鑽、投擲、平衡、使用器械」等技巧，
並設定不同程度的遊戲。 

 

  

  

 

 

 攀登活動 

學校與本會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合作，帶領幼兒進行體適能攀登活動。高、低、幼兒班每級各
進行攀登訓練十二堂，促進幼兒大肌肉的發展和協調能力，並鍛鍊其堅毅的意志力。 

 

  

  

  

 

 

 親子運動會 

學校於 3月舉辦「兒家喜動計劃-親子運動會」，由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的體適能導師帶領家
長與幼兒進行不同類型的體適能競技遊戲，強化家長、幼兒參與運動的積極性，體驗運動的樂
趣，提昇親子關係。 

 

 

 

 

 

 

 體能挑戰站 

學校招募家長義工，組成家長體能聚焦小組，並由小組設計親子體能挑戰站的遊戲，設計符合
幼兒體能發展的體能挑戰站遊戲，實踐所學，學以致用。 

   

 



 

 「家庭健康維他命」之「童心樂力小人兒」計劃   
                                                                                     

擁有一個健康的家庭，就如擁有一切，「家庭健康」能讓家庭成員間互相關懷及連繫，讓家

庭本身擁有的內在資源、潛能及正向特質得以發揮，有助個人身、心、社、靈的發展，以及加強

整個家庭面對困難與危機的能力。今年本校繼續推行「家庭健康維他命」之「童心樂力小人兒」

計劃，並重點推行「家庭健康維他命」中「維他命 R︰家庭抗逆力」、「維他命 C︰責任承擔」、

「維他命 S︰連繫信念」，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加強幼兒與家長間互相關愛、積極面對困難的態

度。學校透過簡介會、親子旅行、小人兒劇場、工作坊、親子運動會、力力快樂跨教室、快樂跨

教親子小組、課室小幫手等，讓幼兒能夠於活動中實踐所學習到的「家庭健康維他命」，推動和

諧家庭文化，促進幼兒的品德培育，強化家庭抗逆力、凝聚力和共同的信念。 

 

 9月份「家庭健康維他命」簡介會、11月份「親子旅行」、10月份至 5月份「小人兒劇場」及

「家」+維他命小冊子 

 

 

 

    

            
 

 11月份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工作坊、1月份至 2月份「快樂跨難」親子小組 

 

 

 

 

 
 

  3月份至 4月份「力力快樂跨難教室」、3月份親子運動會、5月份至 6月份「課室小幫手」 

 

 

 

  

 
 

 2017年 9月份至 2018年 8月份「愛+閱讀」計劃 

 

 

  

 



 

(三)全年活動回顧 

除了上述關注事項是重點學校計劃外，學校的辦學宗旨是「本著基督的精神和愛心，培養兒

童在德、智、體、群、美、靈的全面性發展」。因此，校方在兒童及家長層面，亦推行不同形式

的兒童學習及親子活動，讓家長透過活動更了解子女在學習上及照顧的需要。希望日後家長支持

校內活動，攜手協助子女健康快樂的成長！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7  升班適應活動、高班「兒家起 
動計劃」、九至十月份生日 
會、高低班參觀東華三院周演 
森小學 

 高班家長會、低班「愛+閱讀」計 
劃第一期 

10/2017  高班「小眼睛看性別」活動  中秋迎月樂團圓、基督教及會員事 
工部－親子遊戲小組、親職教育學 
院講座─「家有生氣小恐龍」、敬 
老護老愛心券 2017、低班「愛+閱 
讀」計劃第二期 

11/2017  十一至十二月份生日會、「信 
信」故事劇場－信信愛回家、 
高低班參觀香港濕地公園、高 
班參加聖公會何澤芸小學「豆 
袋接力賽」 

 家長義工帶活動、親子環保秋季旅 
行、「家」+維他命小冊子、康文 
署「一人一花」之黃時鐘花種植計 
劃、【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 
家長工作坊 

12/2017  高班參加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數學之旅樂繽紛」比賽、高 
班探訪長青松柏中心 

 親子聖誕崇拜暨表演慶祝會、基督 
教及會員事工部－親子遊戲小組 

1/2018  低班「兒家起動計劃」、一至 
二月份生日會、「力力」故事 
劇場－力力的百寶袋、探究式 
學習、低班參觀超級市場/便利 
店 

 快樂跨難親子小組、1.13女青賣旗 
日、「關懷長者‧關懷社區大行動」 
-盆景製作工作坊、「賽馬會學童 
Keep-Fit方程式」計劃 

2/2018  力力快樂跨難教室、新春團拜  家長校園體驗日、「葵青區馬路小 
天使」計劃 

3/2018  幼兒班「兒家起動計劃」、三 
至四月份生日會暨才藝表演、 

低班郵寄活動、高班地壺球運 

動體驗、高班中華電力講座 

 家長面談日、兒家喜動計劃－親子 
運動會、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親 
子遊戲小組 

4/2018  高低班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校園水果派對、幼兒班「幼兒 

社交情緒小組」、復活節活動 

 「開心『果』月」活動、基督教及 
會員事工部－親子遊戲小組、兒童 
營養講座、「多行樓梯‧多點健 
康」、低班參觀東華三院周演森小 
學 

5/2018  五至六月份生日會、「承承」 
故事劇場－承承是個好幫手、 

「課室小幫手」好孩子行動 

 家長校園體驗日、體能挑戰站、親 
子環境教育工作坊 

6/2018  低班參觀雜貨店/便利店、端午 
節活動、探究式學習 

 學前教育部2017-2018年度聯合畢 
業典禮、小一適應家長講座 

7-8/2018  七至八月份生日會暨才藝表 
演、升小一適應班、暑期聖經 
班、暑期活動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親子遊戲 
小組、結業禮、家長面談日、基幼 

低班家長會 

協作之會內單位/會外機構：本會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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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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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策略名及特色 

2. 參觀本部信望幼兒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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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學校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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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種植培訓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員工培訓 

物理治療師培訓 

校長 香港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訪問團浙港幼

兒園教師交流活動(安吉) 

教師 幼稚園骨幹教師專業交流培訓(南京) 

 



 

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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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7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 

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陳昀昕姑娘 

1/2108 關懷長者‧關懷社區大行動 

盆景製作工作坊 

本校教師 

4/2018 兒童均衡飲食營養講座暨健康

小食製作工作坊 

西九龍普通科門診註冊營養師 

黎蘊賢女士 

親子遊戲小組暨環保手工 

製作班 

本校教師 

5/2018 親子環境教育工作坊 一對手學園   

梁家寶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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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遊戲小組暨檸檬醋製作班 本校教師 

8/2018 親子遊戲小組暨蚊怕水製作班 本校教師 

 

       



 

 (五)家長回饋 

本校於 3/2018派發家長問卷，回收率達 100%，其總結報告如下。在此十分感謝家長對本校

的正面回饋，以及對所有教職員的認同。為讓服務更臻完善，校方會就家長對本校寶貴意見積極

跟進。期望日後家長繼續支持學校，攜手培育幼兒快樂、健康的成長。 

 

 

 

 

 

 

 

 

 

 

 

 

 

 

 

(6) 

兒童表現 兒童關顧  

家長活動 

家校溝通 學校課程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7 % 

十分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適用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88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1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2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8 % 



 

(六)迴響 (5) 

   2017 年畢業之潘曉諾校友 

                        大家好，我是長青幼兒學校的舊生潘曉諾，現在快將升讀小學二年級了，回                  

                        想過去四年在幼兒學校的生活，每天都過得多姿多彩，真的十分快樂。在這 

                        四年的校園生活裏，我由一棵小小的幼苗，得到老師們悉心的照顧和灌溉後， 

                        慢慢地茁壯成長了，真的十分感謝林校長，各位老師和校工嬸嬸，多謝你們 

                        日常的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是你們教懂我很多書本上的知識，還 

                        有日常生活的自理，更培養我們愛閱讀的習慣，令我很快適應小學的生活， 

            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基礎班 李約羚家長 

   「今天倒翻好立克，老師幫我抹。」、「今天屙濕了，姐姐幫我清潔。」 

   這些點滴都是約約放學回家告訴我們的。「自理」是成長階段中最重要也 

   是最迫切需要學會的一環。學校的生活，朝九晚五，孩子所學習到的，比 

   家中還多；或許約約長大後，未必會記得每一位老師和姐姐的面孔，但你 

   們卻是在她成長路上付出最重要和最艱辛的一環！這一年的學習，今天我 

      吩附約約刷牙洗臉，她會說：「我自己做啦！自己嘅事自己做呀！」 
      
 
  
 
      低班 熊曉由家長 

                         轉眼小女入學快將兩年了，在此容讓我分享當中的點滴。本人非常欣賞學校 

                         時常舉辦家長能夠參與其中的活動，例如一年有兩次家長觀課、家長義工帶 

                         活動等，此舉實增加了小女對學校的歸屬感。曉由由當初緊張低頭的小女孩 

                         進展成現在主動舉手參與活動，並主動要求我到學校說故事，著實令我欣喜 

                         ！但原來留意到小女進步與改變的不止我，我到校當家長義工當日小女告訴 

                          

                         含了讚賞與鼓勵，更重要的是，包含了老師對學生的愛！這個獎勵，更勝過 

                         所有物質的禮物，亦勝過千言萬語！ 
   
 

高班 彭駿濠家長 

轉眼又一年，駿濠新學年踏入幼稚園最後階段，回顧低班一整年，駿濠明顯 

進步，如學習、人際關係及思考明顯成熟不少。有時大膽講出出人意表的說 

話表達自己的意向，往往給你驚喜，引証學校推出「愛+閱讀」計劃是凑效和 

成功的。另外，這段期間駿濠和同學漸漸建立友誼，學懂珍惜分享，希望新 

學年，駿濠還需虛心學習，希望各位老師多些提點、支持及鼓勵。 

(6) 



 

 (七)學校展望 

幼兒數學與自由遊戲  
                                                                                     

   總結過往一年的體能及環境教育的計劃後，活動將調節後融入恆常課程。來年學校將按

幼兒發展需要，訂立了以下兩項周年計劃，優化幼兒學習能力。 

 幼兒數學-配合學前階段幼兒的成長發展需要和思維能力，加強幼兒對學習數學產生興趣和動

機，留意數學與生活的聯繫，逐步建立以數學思考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的能力，鼓勵幼兒學而

致用。 

 自由遊戲-遊戲是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的理想活動模式。而自由遊戲能讓幼兒在適當的空間，主

導整個遊戲，例如﹕幼兒可以選擇玩甚麼、和誰玩及如何玩，加強他們自由探索的元素。活動

有效維持或增強幼兒的專注力和學習興趣。而成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設置一個可以供幼兒探索學

習的環境、時間，並適時給予引導，讓他自發自主活動，快樂成長。 

(八)鳴謝 

教會  基恩福音堂  

本會單位  長青松柏中心  

義工導師  黎蘊賢女士 
 西九龍普通科門診註冊營

養師 

公共機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基督教勵行會勵行站 

合作夥伴 
 本會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 

 一對手學園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合作中學、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政府部門 

 教育局 

 醫務衛生署 

 社會福利署 

 衛生防護中心 

 長康邨郵政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 

 衛生署中央健康教育組 

 長青邨民政事務署 

 葵青區議會道路安全工作小組 

 漁農自然護理處香港濕地

公園 

 動物園及園藝教育組 

 吳澤銘先生 

(耀能協會言語治療師) 

 麥何小絹女士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導醫療

科職業治療師) 

 黃大業先生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導醫療

科物理治療師) 

 

 

 

 

 
印製日期：2018年 8月   

印製數量：xxx份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