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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學校報告校長 : 林愛平

我哋合作做嘅圖工啊！

我哋一齊種嘅士多啤梨啊！
我哋乖乖排隊準備去戶外遊戲場啦！

N 班

我哋用瑜伽磚疊高高，又將磚

排成一行，可以喺上面行。

我哋搬多啲磚過去砌城堡吖！ 你睇我哋種嘅洋鳳仙，好靚啊！

音樂開始，我哋一路唱歌，一路開火車啦！ 我哋玩遊戲學英文，好開心啊 !

K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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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小學嘅時候，我哋好專心咁畫緊畫！

挪亞方舟上面嘅動物係一雙一對㗎！

我哋去咗「迎春接福」呢個攤位影相。

體能活動時間，我哋用車軚同豆袋創作

咗一個遊戲！

你哋睇！扎染布有幾種顏色好靚啊！ 

我哋要將啲紫薯壓成蓉，先整到紫薯波波㗎！

我哋爬上彩虹架一齊合照先！ YEAH ！
我哋種嘅桃蘿蔔收成啦！好大個好好味啊！

K2 班

K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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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及創新服務  自由遊戲

今年學校周年計劃之一是「以自由遊戲為策略，提昇教師教學的專業，促進幼兒自主學習、

創意及社交解難能力。」

基、幼、低、高班進行「自由遊戲」，幼兒透過遊戲提升了社交技巧、小肌肉精細動作的能

力、情緒管理、語言表達等，獲得許多家長及老師們的認同。本校亦獲報章採訪，讓社會人

士了解遊戲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

重點活動

喺屋企坐梳化睇電視真舒服 !

同一家人喺度打邊爐，好溫馨呀 !

我哋最鐘意玩恐龍家族 !

請問飲唔飲鮮果汁呀 ?好好味 !

我見到一粒粒小水珠呀 !

我哋就嚟完成自己嘅屋企喇 !加油 !

白色的鹽好幼滑、軟綿綿、
感覺好得意呀 !

原來鹽與水混合會溶咗㗎。

我哋似唔似機械人呢 ?



家長
心聲自由遊

戲
自由遊

戲

家長講
座

家長講
座

為讓家長更掌握遊戲技巧活動，與幼兒共同玩樂中學習成

長，今年邀請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Playright) 導師到校，

與家長進行工作坊，包括兩次《原來我可以這樣跟孩子

玩》及一次《好玩爸媽親子實戰遊戲》。家長都積極參與，

投入學習呢 !以下是一些家長心聲及花絮照片。

自由遊戲自由遊戲
教師講座教師講座

種子老師帶領其他教職員實踐的自由遊戲知識及技巧，增

強其他教職員在校內推展自由遊戲專業能力。

好多謝學校安排智樂

到校舉辦今次的「自

由遊戲」工作坊，講

解的內容有效提升家

長對小朋友的需求及

給小朋友自發及主

導，已經可以製作玩具，與小朋友玩自

由遊戲。

馮芷琳家長

李明軒家長

感謝學校，老師以及 Playright

的安排，令家長們可以了解如何

透過「玩」處理孩子情緒，並提

供更容易和孩子玩耍的方法，

Thanks!!!

黃頌揚家長

導師的耐心講解、認真，讓

我想起自己童年時也有不少

自由遊戲時段，是很開心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感受到遊

戲的樂趣。

導師提供的自由遊戲好

有趣、好玩、有挑戰性，

非常適合小朋友。

曾鼎誠家長

對啟發小朋友自我主導的建

立有所提升，而且對小朋

友身心發展有莫大裨益。

衷心多謝各位導師提供多

方面的指導。

陳肇庭家長

羅子朗家長

剛上完工作坊，在家中與

我兩歲的兒子和七歲的家

姐玩，立即應用與幼兒遊

戲的技巧，很認同推行自

由遊戲的價值呢 !

張苡喬家長

好開心可以參加是次活動，

透過工作坊可以與子女一同

盡情地玩遊戲，好有意義 !

作為家長，工作坊讓我

體會到每個小朋友都需

要遊戲，喜愛遊戲。就算自己多忙碌，也要抽

時間與孩子遊戲。我也明白到遊戲不需要複

雜，最重要是小朋友投入、喜歡 !

王祉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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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榆

莊梓晴

馮芷瑩

黃敬軒

楊芷柔

譚緯珞

羅子朗

楊頌賢 蔡子謙

鄧裕葶

鄭巧瑜
鄭鶴年

謝超鴻

鍾勤仁

生心聲畢業

梁焯然

梁芷嵐

梁栢僖

林貝琪

李俊彥

林立新

Reham  Jilani

王貝琪

76



培訓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課程

校長 /主任 /教師 智樂種子學校互訪觀課

教師
「如何有效改善幼兒學童在校及日常生活之執行工能表現」證

書課程

講座

校長 /主任 「以危機預防角度看校園法律中的責任與疏忽」講座

教師
「高效能教育」講座

「幼兒性教育」講座

校長 /主任 /教師

「幼兒體能遊戲及教師專業操守」講座

「非華語文化敏銳度」講座

「護脊操訓練」講座

工作坊

校長 /主任 /教師 /

文職同工 /庶務員
「同工水仙花盆景」工作坊

校長 /主任 /教師

「玩出執行功能」工作坊

「Shared Book reading」工作坊

「幼師體適能培訓」工作坊

「藝術治療」工作坊

「Playbox 教師培訓」工作坊

校長 /主任 /教師 課程組 :

1. 探討英語兒歌及課業指引

2. 英語故事遊戲及課程探討

3. 講探討各校的區角設計

教師

到校專業支援服務「培養幼兒的探索精神 (大自然與生活 )」

「非華語幼兒語文能力評估」專業培訓工作坊

「感覺統合與幼兒的發展︰利用感知策略協助幼兒參與課堂」

工作坊

「執行功能︰認識與培育」工作坊

「幼稚園推廣閱讀」工作坊 -幼稚園教師說故事的策略和技巧

培訓及交流 校長 /教師
幼稚園骨幹教師專業交流培訓 (南京 )課程

部門台灣交流

員工方面
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10/2019 「乳健家長講座」 婦女事工部女義工

11/2019

《肩頸穴位保健》講座
註冊中醫師

劉歡團女士

「原來我可以這樣和孩子玩(1) 」

家長遊戲工作坊

智樂遊樂協會 

余啟賢先生 (薯仔爸爸 )

陳譽殷小姐 (Flora)

12/2019

「原來我可以這樣和孩子玩(2) 」

家長遊戲工作坊

智樂遊樂協會 

余啟賢先生 (薯仔爸爸 )

陳譽殷小姐 (Flora)

《好玩爸媽親子實戰遊戲》

親子實戰遊戲工作坊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余啟賢先生 (薯仔爸爸 )

陳譽殷小姐 (Flora)

1/2020

「關懷長者 ‧ 關懷社區大行動 -

水仙花球班」
駐校社工何嘉碧姑娘

「責任不分你我他」親子工作坊 駐校社工何嘉碧姑娘

「兒童繪本之家長工作坊」 蔡淑玲女士 (菜姨姨 )

7/2020 「小一適應家長講座」 駐校社工何嘉碧姑娘

家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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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療工作坊

玩出執行功能

教師種植培訓工作坊

「責任不分你我他」親子工作坊

「兒童繪本之家長工作坊」 「原來我可以這樣和孩子玩 (1)」

家長遊戲工作坊

「關懷長者‧關懷社區大行動 -水仙花球班」

「原來我可以這樣和孩子玩 (2)」

家長遊戲工作坊



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9 • 升班適應活動、中秋節活動、

• 九至十月份生日會

• 基幼班適應活動、高班家長會、高低班參觀

低班「愛 +閱讀」計劃第一期培訓

10/2019 • 兒童護脊講座 • 親子遊戲小組、親子秋季旅行、家長義工說

故事、「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一

人一花」親子種植活動、敬老護老愛心劵

11/2019 • 十一至十二月份生日會 • 家長義工說故事、低班「愛 + 閱讀」第二期

培訓

12/2019 • 高班參加「長幼共融和諧粉

彩」、高班「探訪長者報佳音」

• 家長遊戲工作坊「原來我可以這樣跟孩子玩

2」、親子實戰遊戲工作坊「好玩爸媽親子實

戰遊戲1」/「好玩爸媽親子實戰遊戲2」、「愛

家人」親子聖誕崇拜暨表演慶祝會、親子聖

誕 Catwalk Show、親子遊戲小組

1/2020 • 一至二月份生日會、高班參加

「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表演活

動、低班參加「暖 Love Love

義工嘉許禮」表演活動、高低

班參觀「綠色年宵活動」、「送

豬迎鼠賀新年」新年活動

• 「責任不分你我他」親子工作坊

3/2020 • 品德故事 (教學影片 ) • 家長面談日 ( 致電 )、基幼班家庭健康維他

命小冊子

4/2020 • 三至四月份生日會暨復活節活

動 ( 視像 )、主題學習 ( 教學影

片 )

• 「全校舞動大挑戰」活動、基幼班家庭健康

維他命小冊子

5/2020 • 親親家人活動暨五至六月份生

日會 ( 視像 )、主題學習 ( 教學

影片 )

• 「開心『果』月」活動、基幼班家庭健康維

他命小冊子

6/2020 • 端午節活動 ( 視像 )、主題學習

(教學影片 )

• 「開心『果』月」活動

7-8/2020 • 七至八月份生日會 ( 視像 )、升

小一適應班、主題學習 ( 教學

影片 )

• 高班畢業禮

全年活動回顧

今個學年，學校兩項發展計劃是「自由遊戲」和「教育局到校專業支援計劃之培養幼兒

探索精神」。首先，學校推動家長教育以「遊戲」為策略模式，透過了解自由遊戲的理念與

價值，建立正面互動的親子關係。其二，教師於上學期「大自然與生活」課堂及探索角，增

潤探索物料的豐富性，供幼兒進行科學實驗，延續幼兒探索精神。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學校下學期改以網上教學模式，教師製作教學短片及相關

教材，包括﹕中文、英語、數學、品德故事、抗疫等的影片教導幼兒，讓幼兒在停課期間仍

可以繼續學習。

於新學年，學校持續發展，將兩項關注事項延續，優化「大自然與生活」的課程綱要，

增加幼兒紀錄能力及匯報經驗。並以「遊戲」為策略模式滲入體能及分組活動，促進幼兒自

主學習。此外，來年將重組「小一適應活動」，檢討新生適應現行策略，建立兒童對升小學

的正面價值觀。教師與社工協作，共同策劃活動，培養兒童獨立能力，為升上小學習作好準

備。而品德方面，來年以培養學生-「積極樂觀」的價值觀和「常存感恩」的人生態度為方向。

這正與學校推行的家庭健康維他命中，「信信」、「力力」信念有密切的關係，教師亦幫助

學生訂立目標，於新學年付諸實行，在挑戰和困難中，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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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幼

兒在德、智、體、群、美、靈的全面性發展」。因此，校方在幼兒及家長層面，推行不同形

式的幼兒學習活動及親子活動，從中讓家長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更了解子女在學習和照顧

上的需要。希望日後家長繼續支持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攜手協助子女健康快樂地成長！

1110 幼兒自由遊戲心得分享

日本教授到訪 教育局支援服務 -大自然與生活

學校自由遊戲互訪觀課



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200 份

陳國明牧師 (基恩福音堂 )

陳志華牧師 (循理會青田堂 )

張美儀姑娘 (循理會青田堂 )

許安娜姑娘 (循理會青田堂 )

教會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合作中學、小學

長青松柏中心

本會單位

教育局

衛生署

社會福利署

衛生防護中心

麥何小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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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部門

鳴謝

吳澤銘先生

(耀能協會言語治療師 )

公共機構

本會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同工

本會婦女事工部

女青昕兒駐校服務

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李錦記家族基金

香港公益金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

菜姨姨 (親子共讀專家 )

劉歡團女士 (註冊中醫師、第九屆傑出婦女 )

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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