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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報告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及目標 

  1.2 幼兒情況 

  1.3 教職員情況 

  1.4 管理及行政 

  1.5 行政人員及功能小組 

  1.6 學校的安全設備及措施 

  1.7 學生全年活動安排 

  1.8 家長教育活動報告 

1.9 教校合作 / 福音工作 / 生命教育活動 

1.10 開支摘要 

 

  第二部分  自我評估 

  2.1 檢視本年度工作計劃的成效 

  2.2 我們的學與教 

  2.3 我們對幼兒和教師的支援 

 

  第三部分  發展計劃 

  3.1 探討持續發展的工作 

  3.2 關注事項 

  3.3 學校下年度的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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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們的學校                                              
 

1.1  辦學宗旨及目標  

 

 

．辦學宗旨  

 以基督博愛精神為幼兒提供優質全人教育。使幼兒能樂於學習、善於溝通、 

  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辦學目標  

 學生方面： a. 讓幼兒認識神，培育他們學會彼此相愛和關心別人；  

b.  給幼兒恰當的照顧和保護；  

c.  幫助幼兒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生活習慣；  

d.  提供人人有機會參與的多元化群體生活；  

e.  培育幼兒對家庭倫理的觀念；  

f.  教育幼兒作一個良好公民。  
 

 家長方面： a. 廣傳福音並關心家長靈裏的需要；  

      b.  誘導家長對幼兒發展所需之教育有更深的認識；  

      c.  提升家長親職教育的功能，使更了解和關心子女；  

      d.  與家長緊密聯繫，發展優質幼兒教育；  

      e.  扶助有問題及貧困的家庭，並作出支援或轉介。  
 

 教師方面： a. 關顧教師心靈的感受及扶助靈命的成長；  

      b.  支持教師全面接受專業培訓；  

      c.  促進教師專業知識的發展；  

      d.  提供足夠支援，幫助教師達致教育的更新。  
 

 學校方面： a. 有效地分配及善用資源；  

      b.  校長高效能領導，教職員團隊協作；  

      c.  協同社區互動教育；  

      d.  聯繫區內小學，溝通銜接小幼課程。  

 
 

 
 

1.2 幼兒情況  
 

學校本年度開辦 17班，共有幼兒 475人；班級編制及幼兒人數如下： 

班級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高班  3 75 2 48 1 27 

低班  2 69 2 47 1 26 

幼兒班  3 99 3 84 0 0 

總數  8 243 7 179 2 53 

 
 



第 4 頁 

 

1.3 教職員情況  

(1)  教職員人數  

˙除校長外，機構共有 26位全職教師，2位外籍教師，4位支援人員，11位非教學

人員及 8位兼職員工  

˙過去一年離職教師 1人，佔 4% 

 
(2)  教師（包括校長）的資歷及人數  

 
(3)  教學經驗  

 
(4) 教師專業發展情況  

 

‧本校共有 3 位教師正修讀特殊幼兒教育課程  
 

‧ 2017-2018 年校本培訓計劃：  

(1)  「如何運用整體課室管理改善學童行為問題 I」 (1-12-2017) 

(2)  「實行正面管教─與家長的協作」 (1-12-2017) 

(3)  「如何運用課室管理策略改善學童行為問題 II」 (5-1-2018) 

(4)  「聽說升呢在課室」 (5-1-2018) 

 
1.4 管理及行政  

 
(1)  校董會成員及其職能  

 
 

‧學校的校董會成員由辦學團體的教育委員會委員及註冊校董共 10位組成。校董

會今學年召開 3次會議以議決學校的重大政策和活動。校董會有效地支援學校

及監察學校運作，審閱校長每月提交的學校報告，關心教職員工作績效及學校

發展情況。校董成員大部分為教會核心份子，經常到學校與教職員接觸，教職

員藉此能表達意見，而校董亦明瞭學校各方面的情況及需要。此外，在聖誕節

亦與教職員聯誼聚會，在期終時教師參與教會舉辦之教育主日，使彼此間建立

良好的聯繫。  

 

教師資歷  本科學士學位課程  幼稚園教育證書課程  持有特殊教育證書  

人數  18 9 15 

%  67％   33％   55％  

教學經驗  ０－３年  ４－６年  ７年或以上  

人數  1 1 25 

% 4％  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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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架構  

 

 

 

 

 

 

 

 

 

 

 

 

 
 
 
 
兼職助教：姜笑媚、陳麗麗、香慧珊、周靜詩 
 

 

1.5 行政人員及功能小組  
 

 

行政人員 /功能小組  工作範圍  

副校長：霍北平  

協助校長處理學校一切事宜，包括人事管理、招生工作、督

導學與教及兒童發展的情況；關注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的最

新發展；啟導實習教師；跟進幼稚園學生資助計劃。  

基教主任：蔡海鶯  

透過關懷工作宣揚辦學使命、宗旨；策劃及執行學生、家長、

教師的福音工作；教授低高班聖經課程；籌劃學校生命教育

及德育活動；統籌培理小花園工作；關顧及支援教師工作。  

輔導主任：謝麗芬  

關顧輔導有學習需要的學生，配合駐校社工支援有需要的家

庭；協調協康會及教育心理學家在本校的工作；教授幼兒班

聖經課程及安排德育活動；安排全校義工家長的工作。  

主任：陳錦如  

課程策劃、組織、統籌、發展；跟進學與教及兒童發展的情

況；督導學與教；跟進幼小銜接工作；聯絡校外機構；協助

推動學校生命教育工作；帶領家長教師會委員與學校溝通；

統籌管理家長 WhatsApp 群組。  

行政主任：馮家俊  
管理財務及跟進新政策下的「政府賬目」；管理學校資訊科技

工作；教授全校體能課。  

家長教師會委員  

陳錦如  施碧全  

李妙芳  羅韻妮  

協調家校合作之活動，籌組選舉家長委員工作，與家長委員

定期會議，報告每級課程活動，作教師與家長溝通之橋樑，

編輯家長教師會通訊。  

課程發展組  

羅韻妮  施碧全  

李妙芳  林燕芬  

分別擔任各級組長之職，參與課程發展工作。定期查閱教師

教學計劃，召開及帶領教學會議之討論，進行活動反思及評

估工作。統籌同級教材、資料存檔等。  

校長：翁巧香 

低班教師： 

李妙芳 (組長) 

黎美恩 

趙詠欣 

黃  靜 

周可欣 

蕭海珊 

李愛娟 

高班教師： 

施碧全 (組長) 

陳鳳鳴 

陳敏瑜 

梁嘉慧 

布佩儀 

莊麗麗 

黃慧雯 

李嘉瑩 

 

校務主管：吳美偉 

文員： 

許潔雯 陳淑君 

林  峰  張寶婷 

校工： 

陳金年  盧美儀  

陳璧燁  蘇錦平 

何桂英  許美霞 

陳慕傑 (兼職) 

電腦技術員： 

聶光正 (兼職) 

幼兒班教師： 

羅韻妮 (總組長) 

林燕芬 (組長) 

黎婉薇 

劉韻絃 

楊淑芬 

李靜儀 

黎嘉欣 

副校長：霍北平 輔導主任：謝麗芬 

校 董 會 

校監：李美蓮 

支援人員： 

基教主任：蔡海鶯 

普通話教師： 

陳 靜 

董容新 (兼職) 

外藉教師： 

Ms Lauren 

Ms Chloe 

助教：羅嘉妍 
 

 

駐校社工：劉愛珠 (兼職) 

教育心理學家：徐婉庭 

 行政主任：馮家俊 主任：陳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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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組  

蔡海鶯  陳錦如  

李妙芳  李嘉瑩  

黎美恩  

籌劃及發展生命教育工作，將生命教育的學習內容滲入在各

級的課程及生日會活動中，內容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他人、

人與環境及人與神 /宇宙等範疇，讓生命教育與課程結合，使

課程更趨完善，並協助管理「培理小花園」。  

圖書管理組  

周可欣  蕭海珊  

黎嘉欣  

統籌全校「親子伴讀獎勵計劃」、跟進整理全校幼兒圖書庫及

課室圖書借閱計劃。  

輔導組  

謝麗芬  陳鳳鳴  

趙詠欣  

統籌及聯絡與協康會等特殊教育機構，跟進教育心理服務工

作。整輯全校輔導個案存檔。  

音體組  

陳   靜  李靜儀  
統籌及記錄各級的樂器及體能用品，定期更換或安排維修。  

資訊科技組  

馮家俊  陳淑君  

聶光正  

發展學校資訊科技工作，包括網頁、手機平台等，促進家校

溝通更為暢順。另外須恆常更新教師電腦設備的效能，包括

電腦、手提電腦及 IPAD 等。  

美藝組  

李愛娟  劉韻絃  

黃   靜  羅嘉妍  

發展學校美藝工作、為各級學生定購美藝活動物料、設計全

校環境佈置，製作藝能表演道具及節日環境佈置。  

環境衛生及安全組  

姜笑媚  楊淑芬  

統籌全校急救箱之用品，巡查全校環境，包括課室、洗手間、

走廊、操場、活動室、儲物室、茶水間、花架等，關注衛生、

蚊蟲滋生或安全情況，每月作紀錄，聯絡並跟進改善環境安

排。  
 

1.6  學校的安全設備及措施  
 

‧  增購「教育專業責任保險」，加強保障教學人員及校董會成員的責任。  

‧  每年定期聘請消防工程公司作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的檢查及更新。  

‧  每年為學生及員工購買保險，包括： Public Liabil i ty (Any One Accident  

HKD 20,000,000), Employees ’ Compensation,  Money and Burglary Insurance , 

Physical Damage.  

‧  每月定期為環境安全、衛生、防蚊巡查及環境濕度記錄，並作出跟進。  

‧  每學年安排全校學生、員工進行避火演習兩次，而學校每樓層都貼有「走火路

線圖」以供參考。  

‧  為員工提供健康、安全及進行體能活動 /校外活動的安全指引。  

‧  教師中有 70%修畢急救證書課程、當中多位教師持有效急救證書，而姜笑媚老

師更持有災難急救證書。  

‧  設定危機管理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主任、校務總管及急救專責教

師。如有突發事件發生，會加入肇事學生的班主任、與肇事者相熟的教師及曾

協助處理事件的員工等。  

‧  在每個上學日要求家長為學生量度體溫，確保學生健康才予以上學。校方亦會

重覆檢查學生健康狀況，全日制學生亦會於下午再次量度體溫才午睡或進行活

動。  

‧  如遇流行性或傳染病高峰期，校方會加強消毒防禦措施，確保學校環境衛生，

適宜學生使用。校方會聯絡就近醫生，鼓勵學生參加接種「流感疫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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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生全年活動安排                                 

月份 高班 低班 幼兒班 

9 月 

生命教育活動：欣賞家人活

動 

探討活動：國旗及區旗 

升國旗禮 

升國旗禮 

 

幼兒班適應期(家長陪伴2天) 

生命教育活動：記錄上學去

的心情/情緒 

參觀校園(地下及四樓) 

10 月 
小食製作：煎薄餅 

種植活動---黃時鐘花 

參觀校園 

生命教育活動：手指模畫 

分享經驗：不同的情緒 

 

11 月 
開始借閱學校圖書 

生日會延展活動：獨特的我 

生命教育活動：心情分享會 

開始借閱學校圖書 

生命教育活動：彼此相愛 

開始借閱學校圖書 

12 月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專題研習：扇子、蔬菜 

聖誕小食製作：聖誕撻 

生命教育活動：聖誕願望 

聖靈果子小冊子：信實 

參觀培理小花園 

聖誕小食製作：聖誕蛋糕 

合作拼砌聖誕樹 

 

戶外教室(鰂魚涌公園) 

遊戲：聖誕攤位遊戲 

聖誕小食製作：可愛小雪人 

 

1 月 

生命教育：繪本戲劇活動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消防安全講座 

分享種植小冊子 

參觀北角交通安全城 

生命教育：繪本戲劇活動 

《冬日的舞會》 

科學活動：種水仙花 

生命教育活動：我的出生小

故事 

我會刷牙(在學校刷牙) 

2 月 

畫水墨畫及寫揮春 

試食活動：賀年食品 

混齡活動：拜年 

模擬活動：逛年宵市場 

舞獅活動 

中國傳統手工藝：剪紙 

試食活動：賀年食品 

混齡活動：拜年 

模擬活動：逛年宵市場 

舞獅活動 

美勞活動：自製年花/年吉 

試食活動：賀年食品 

混齡活動：拜年 

模擬活動：逛年宵市場 

舞獅活動 

3 月 
生命教育：我也可以幫助別

人 

 

動物特工隊到校探訪 

生命教育：繪本戲劇活動 

《彩虹魚救了條紋魚》 

戶外教室：愛秩序灣公園 

 

4 月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實驗活動：煮菜飯 

5 月 

參觀香港國際機場及航空探

知館 

專題研習∶飛機、旅行 

參觀小學 

參觀科學館 

專題研習∶杯、海洋、玩具 

參觀小西灣圖書館 

 

6 月 

生命教育：繪本戲劇活動《永

遠記住你的好》 

生命教育：設計願望卡(有關

升小學的心情) 

與校長茶敍 

畢業禮 

 探索活動：大自然探索館 

生命教育：繪本戲劇活動《生

氣王子》 

和平分享日 

7 月 

小一模擬活動 

美藝日 

棋藝日 

閱讀分享日 

惜別會 

美藝日 

宗教電影欣賞 

才藝表演 

水果日 

散學禮 

音樂會 

科學日 

故事日 

運動日 

散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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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家長教育活動報告  

項   目 內         容 

家長教師會 
組織第十七屆「培理家長教師會，出版第十七屆《培理家長教師會通訊》。 

由梅志剛伉儷擔任主席，全年共召開八次會議，促進家校聯繫和合作。 

家長義工團隊 

為建立溝通及聯繫渠道，於九月招募家長義工，本學年共有 233 位家長投 

入參與義工團隊。主要參與內容有照顧幼兒適應校園生活、校園衛生防護 

工作、活動準備、校外帶隊、製作教具、拍照/錄影、參與話劇表演及打 

理「培理小花園」等。 

家長親職教育 

1. 向幼兒講故事技巧工作坊--邀請木偶專家 TONY 主講。  

2. 電腦講座--由陳主任主講高班電腦課程內容。  

3. 家長學堂--「愛與管教的藝術」，共 2 課，由駐校社工主講。  

4. 家長學堂--「原生家庭的影響」，共 4 課，由駐校社工主講。  

5. 家長講座--「給孩子最寶貴的聖誕禮物」，邀請屈偉豪博士主講，讓家 

長認識孩子成長的需要。  

6. 祖父母學堂參與「代代有愛計劃」，共 4 課。 

 學習向孫兒講故事技巧 

 提升祖父母與孫兒相處的能力及信心  

7. 幼兒數學講座--邀請洪進華講師主講。 

親子活動 

1. 親子賣旗活動--九月進行  

2. 親子猜燈謎遊戲--十月分級進行 

3. 親子伴讀獎勵計劃--十一月至四月及暑假進行。  

4. 邀請孕婦媽媽到幼兒班課室分享 

5. 親子同樂日--十一月分級舉行 

 幼兒班--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低班--嘉道理農場及大埔公園 

 高班--清水灣郊野公園及第二泳灘  

6. 品德教育—雙月進行兒童品德發展調查，另分階段進行親子活動 

 幼兒班--小豆苗親子活動包括仁愛、喜樂及生命教育  

 低班--忍耐、良善小冊子及生命教育 

 高班--信實、節制小冊子及舉辦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7. 邀請高班祖父母入課室講故事 

8. 低班--敬祖父母日--一月進行 

家校溝通 

1. 為每班開啟家長 WhatsApp 群組  

2. 增設教師與家長智能手機互動溝通  

3. 升小選校家長會(低班 6 月、高班 1 月) 

4. 家長日--一月及七月教師個別約晤家長 

5. 家長到校觀課日──三月分級進行 

6. 開心升小一家長會  

7. 支援家長升小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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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校合作 /福音工作 /生命教育活動  

項目 內容 

幼兒聖經課程 
選用《親親天父》聖經課程，每週教授一節聖經故事及德育活動。 

高、低班由蔡主任；幼兒班由謝主任執教。每週並設有早、午會配合。 

幼兒福音活動 

/ 生命教育 

1. 舉行聖靈果子親子活動，編撰小冊子在家進行活動。 

2. 雙月舉行生日會，安排生命教育─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神。 

3. 課程設「繪本」與「戲劇」教育，讓幼兒投入戲劇活動，從中領悟生命教育。 

4. 慶祝聖誕節：「奇趣音樂會」帶出耶穌降生愛世人的信息。 

 幼兒進行聖景角色扮演 

 全校製作聖誕小食送贈朋友分享 

 低、高班開聖誕派對-生命教育 (溫暖的聖誕襪) 

5. 慶祝復活節：上演舞台劇 (包括魔術)，帶出耶穌為我們受死及復活。 

6. 設立「培理小花園」：請園藝導師文叔叔指導種植--有蔬菜、蘿蔔、薯仔、香

草…並一起烹調共享。此外，亦栽種花卉供欣賞。 

7. 設「魚缸」養觀賞魚供兒童欣賞。 

8. 敬祖父母日：讓學生學習孝敬家中長者，同時鼓勵長者參加教會長青組聚會。 

9. 邀請動物特工隊到校讓幼兒了解飼養寵物的樂趣及責任。 

10. 邀請學生參加教會主日的「兒童天地」。 

家長福音工作 

1. 媽咪興趣班：每組 3 課，共開 12 課。透過興趣活動建立友誼，並安排教會姊

妹/弟兄分享見證。 

2. 啟發課程：上學期(主日)由教會開辦。下學期(平日)由學校開辦。 

3. 生活茶座：教會於主日開辦，邀請家長參加。 

4. 聖誕活動： 

 低、高班設專題講座後，帶出聖誕節--耶穌降生為世人的信息。 

 幼兒班設親子舞台劇，並由顏傳道分享信息。 

5. 家長祈禱會：為學校、教職員、學生守望。 

6. 祖父母學堂：讓教會傳道同工有機會接觸本校的祖父母，作福音預工。 

教職員 

福音工作 

1. 教職員團契：主題「恩典之旅」，全年安排 7 次聚會。 

第一次與耀東同工聯合團契，亦請教牧同工前來分享。 

2. 教職員生日會：分上/下學期慶祝及聯誼聚餐。 

3. 教職員祈禱會：行政團隊逢星期五早上舉行；教師分級在小組會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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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工作 

1. 輔導工作：關顧有學習需要，幫助情緒/行為問題學生，本年度共有 78 個輔

導學生個案。 

 聘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社工作出支援。 

 參與到校支援服務：本學年共有 29 個學生接受服務。 

2. 與「關愛動員」機構合作，有學生接受功課輔導及托管服務。 

 機構送贈「福包」給本校基層家庭。 

3. 「童步成長路」：協助 3 位貧窮學生向「香港家庭福利會」申請資源用怍參

加興趣班費用。 

4. 慰問/探訪工作： 

 關懷及慰問身體或心靈軟弱的同工、家長。 

 關懷及探訪患重病的學生。 

 
1.10 開支摘要  

 

2017-2018經核數師審核的開支帳目： 

1.  校長及教學人員薪酬  64% 

2. 支援人員薪酬  19% 

3. 管理費、差餉及地租  2% 

4. 教學用品、消耗性教具  2% 

5.   員工培訓及專業發展  1% 

6.   其他開支  12% 
 

 



第 11 頁 

 

第二部分    自我評估                                               
 

2.1 檢視本年度工作計劃的成效  
 

關注事項 (一 )  目標：優化輔導工作  

工作計劃所運用的策略及工作  憑證：  
 

1.  聘請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服務  

因應學校的校情及家長的需要，學校決定自費購買駐校教育心

理學服務，徵得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徐婉庭姑娘，每週一天駐

校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服務，同時也給予教師不同

的教學策略和建議。  

 

2.  輔導主任與駐校社工互相配合輔導及支援家長需要  

我們洞察現今家長的需要，而政府仍未落實幼稚園駐校社工的

資助安排，學校決定繼續自費聘請社工劉愛珠姑娘，每週兩天

駐校輔導及支援有各類家庭問題的家長。而謝麗芬主任 (輔導主

任 )須與劉姑娘有緊密的配合，彼此合作支援家長。  

 

3.  為教師提供適切的校本培訓內容，提升教師對幼兒的支援技巧  

雖 然 大 部 份 教 師 十 分 主 動 進 修 有 關 照 顧 特 殊 需 要 學 生 的 課

程，令學校有優秀而強大的團隊去面對不同學生的需要。然而

學校仍然有責任提升整體教師在輔導工作方面的認知、能力和

態度。因此必須提供具實效性的校本教師培訓。經過校長、主

任的分析後，安排了「實行正面管教─與家長的協作」、「如何

運用課室管理策略改善學童行為問題 I&II」及「聽說升呢在課

室」的校本培訓，在與家長溝通、課堂管理及語言輔導等方面

提升教師的技巧。  

 

4.  教師經常交流分享不同的教學經驗及個別輔導的策略  

教師透過校本教師培訓、課堂觀察幼兒行為及與家長溝通後，

先制定教學或個別輔導策略，實施後再作評估或修訂，並鼓勵

教師在小組會議與同級教師互相分享，了解彼此的成功經驗或

作出修訂建議，集思廣益。  

 

5.  繼續與協康會合作，讓學生享有到校康復支援服務  

學校過去一年與協康會到校支援服務的特教老師─利姑娘及

陳姑娘合作，令有需要輔導的學生能在學校獲得支援服務，令

家長及學生都能在熟悉的環境進行個別範疇的學習，希望有助

增強學習的效果。  

 

 
 

˙校本培訓記

錄及講義  

˙輔導個案  

˙與家長訪談

紀錄  

˙課程組織架

構表  

˙小組會議記

錄  

˙教學計劃、

評估報告、

教材、教具  

˙教師考績評

估表  

˙ 2017-2018學

校年報兒童

表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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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述工作計劃的成效  憑證：  
 

 

1.  教育心理學家能直接幫助家長及幼兒改善問題  

學校以「幼兒為本」作為課程的核心價值，教師十分關心和接

納幼兒的個別差異，理解他們的需要，秉持共融的原則，讓幼

兒能各展所長，發揮潛能。  

基於學校與協康會教育心理學家─黃俊傑先生及徐婉庭姑娘

已有一年的合作經驗，令本年度的合作更加暢順，他們已清楚

了解本校的師資、教學資源及學校文化，除了能直接給予家長

及學生合適的支援外，亦可以與教師攜手同心，商討和設計更

理想的教學方案，幫助不同需要的幼兒問題得以持續改善。  

另外，黃 Sir 及徐姑娘更擔任教師培訓的導師，運用課堂上觀

察的學生個案和資料，實際地與教師進行討論，建議策略更加

緊貼實際情況和需要。培訓內容亦指導教師提升學生的專注

力，教師感到十分實用，能幫助教師加強課堂管理技巧和應用

策略。而一些教材如活動指示卡、情緒卡等等都很具參考價

值，使用後的效果亦十分顯注。  

 
2.  輔導主任與駐校社工能盡早辨識、介入及支援  

教師留意到幼兒出現問題，並盡早介入，輔導主任及社工經常

聯絡家長，作出適當支援，向家長建議轉介幼兒接受評估，為

他們作了合適的幫助及安排的第一步。  

透過輔導主任、社工劉姑娘及教師的輔導和幫助，大部分有學

習需要的幼兒家長能接納孩子的障礙並願意幫助孩子，同時願

意配合校方的協助和安排。大部份有學習需要的幼兒在年度內

有持續得到改善，能融入班上的學習流程。教師除了幫助班上

有特殊需要幼兒，更加關顧整體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更向學

生帶出愛與包容的訊息，讓學生從小學習去關愛別人，發展和

睦共融的價值觀。而劉姑娘主講的「家長學堂」課程深受家長

歡迎，回饋意見的問卷相當正面。  
 

3.  校本培訓內容十分適切，能提升教師輔導幼兒的技巧  

學校致力為幼兒營造共融的學習環境，提供愉快和有效益的學

習歷程。透過本年度校本教師培訓，除了提升教師與幼兒溝通

和提問技巧之外，也幫助幼兒專注學習及聽說能力的發展。大

部分教師能領悟培訓導師講課內容，掌握照顧不同需要學生的

專業知識、技巧和態度，能初步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幼兒的行

為，並初步懂得辨別幼兒的問題屬於哪種障礙，能以適切策略

來幫助幼兒的發展需要。  

大部分教師能掌握相關的教學方法，能接納學生的限制，作出

不同的教學或個別輔導的策略。  
 

 

˙校務會議記

錄  

˙校本培訓記

錄及講義  

˙學校年報─

幼兒表現資

料文件  

˙家長問卷  

˙教學計劃、

評估報告、教

材、教具  

˙主任觀課記

錄表  

˙第 17屆 PTA

通訊  

˙家長學堂家

長回應問卷  

˙政府新聞網

短片  

˙協康會特刊  

˙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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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經常交流分享不同的教學經驗及個別輔導的策略  

學校透過會議、閒談常常鼓勵教師認識和接納幼兒的多樣性、

能力表現和學習需要，在課程上作出調適，調節學與教步伐，

讓幼兒能有適切的發展。教師要制訂有效的支援策略，讓有不

同學習或適應需要的幼兒，能與其他同學一起愉快地學習。因

此，學校請各位教師恆常在小組會議上交流教學策略，透過討

論個別輔導幼兒的方法和策略，互相參考和給予具體建議。  

教師會安排不同族裔、背景、語言和興趣的幼兒一起遊戲，更

可讓他們在合作中增加對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增進友誼，有助

幼兒適應和投入群體生活，以致能互相影響。也會彈性嘗試採

用各種分組模式，能讓能力相近或能力差異較明顯的幼兒，有

共同學習的機會，彼此促進，共同受益。  

 

5.  參與社署到校康復支援計劃，讓幼兒可享有到校康復支援服務  

學校參與協康會作到校康復支援計劃，整體感到滿意和具成

效，能成功地幫助幼兒在需要的範疇上得到更理想的發展。協

康會的職業治療師定期到校與教師商議照顧和指導的策略，特

教老師亦撰寫、跟進個別輔導個案計劃。而他們所提供的教學

策略及支援方案，教師在實際運用之後都覺得效果良好。在他

們同心同行、彼此幫助之下，教師及幼兒都在持續進步之中。

由於成功個案屢增，本校被社署邀請進行製作宣傳短片，以介

紹「到校康復支援計劃」，由獲益的張竣銘同學及家長現身說

法，校方及老師為此也感到十分鼓舞。 (www.news.gov.hk/chi)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  /  發展空間  
 

1.  現時駐校社工劉姑娘工作的房間及協康會姑娘進行到校支援計劃的房間空間十

分有限，在個人工作時空間勉強足夠，但在約見家長及輔導學生時確實過於狹

窄，令家長或幼兒有壓迫感，未能在一個放鬆的環境下與社工分享需要和心事

或進行輔導。因此，本年的暑假裝修工程，學校會重新設計各個房間的用途，

將 504內室的雜物清除，裝修成社工室，刻意營造和諧舒適的感覺，使家長可以

在更理想的環境下分享自己的需要，也讓社工可以進行適切的輔導和支援。而

協康會到校康復支援服務則改於 603室進行 (加設隔音板 )，有助接受輔導的幼兒

在合適的環境中進行訓練。  
 

2.  由於駐校社工劉姑娘現時只駐校兩天，並且不是社福機構旗下的員工，在沒有

機構支援下，對學校的具體支持和保障明顯不足。因此學校在 2018年 3月進行招

標，購買由社福機構旗下的社工服務，並增加至駐校三天，為學生和家長提供

更多的支援和輔導服務。  
 

3.  本校有 5位非華語幼兒，除 2位巴籍學生外，有 3位混血兒 (日本、荷蘭、非律賓 )，

他們的父母都喜歡孩子接受本土課程，老師表示這些幼兒的中文能力較弱，就

讀本土小學有一定困難，校方亦希望能給予多一點支援，盼望下學年能獲得資

源來增加這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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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們的學與教  

 

評述工作成效  憑證：  

 

1.  學校能依據香港幼稚園教育整體目標及學校發展的需要釐定

課程目標，並配合 2017年度教育局最新修訂的《幼稚園教育課

程指引》，訂定以幼兒為本、愉快而有效的學與教策略，能適

切地配合不同年齡幼兒的發展特徵和需要，使能促進幼兒德

育、智能、語言、體能、情緒、群性及美育的發展，全面而均

衡。  

 

2.  課程的編排和策劃，主要以主題教學模式進行，配合專題研

習、校本英語故事及繪本戲劇活動，編制出具校本特色的課程

大綱。能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讓他們在自然愉快的環境中，

通過各項活動及生活體驗自由探索，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學

校能因應幼兒的多樣性，對課程作靈活的安排及調適教學策

略。  

 

3.  學校設有妥善的機制統籌課程，能確保學習活動切合幼兒的

發展和需要。管理層和教師共同編排課程，經常檢討學習活

動，且能因應幼兒的能力和需要，作出適切的改善和跟進，能

有利教學反思和課程檢討。  

 

4.  學校能因應各班級幼兒的發展需要、能力、興趣和經驗，為

他們編排動靜交替、全班、小組及個人的活動機會。學校十分

關注教師的執教情況，教師須根據課堂時間表上課，不可隨意

刪除或更改，讓幼兒能享受均衡及不同學習活動的樂趣。  

 

5.  學校活動編排和策劃能以幼兒為中心，培養幼兒在不同學習範

疇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以愉快而有效的學與教策略，讓幼兒

在自然愉快的環境中，通過各項活動及生活體驗，促進學習的

主動性和自理能力，使能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教師亦能因應

幼兒的個別差異，配合不同年齡幼兒的發展特徵和需要，對課

程作靈活的調整。  
 

6.  學校能以一些符合幼兒生活經驗和興趣的事物為主題，設計多

元化的活動，並且有目的和有計劃地推行各項活動，使幼兒在

連串的學習活動中，有深入探究的機會，拓展知識、發展技能

和培養正確的態度。  
 

7.  學校著重幼兒的均衡發展，每天有足夠的音樂、體能、美藝和

自選活動時間。大部分幼兒樂於參與藝術活動，能以不同物料

進行創作，又能利用感官和身體來體驗創作的樂趣，樂於欣賞

 

˙課程進度  

˙上課時間表  

˙教師教學計

劃及反思  

˙兒童評估報

告  

˙教師施教評

估表  

˙教師考績評

估表  

˙「親子伴讀獎

勵計劃」活動

資料  

˙「聖靈果子品

德教育親子

活動」活動資

料  

˙「品德教育調

查表」  

˙兒童成長檔

案  

˙與教會協調

裝修記錄冊  

˙「教師照顧不

同能力兒童

的課堂經驗

分享」記錄  

˙校本培訓記

錄及講義  

˙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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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作品，喜歡以樂器演奏及創作歌詞等。也能欣賞本身和其

他民族的文化，喜歡認識不同民族的語言和生活習慣。  
 

8.  學校安排低班及高班幼兒有機會利用「專題研習」教學法來學

習，過程中學習主動表達有興趣學習的事物、實地參觀、搜集

相關資料、討論、理解別人的觀點、向同學展示自己的學習成

果等。這教學法已在學校運作了一段日子，在提升幼兒主動學

習能力方面也被家長和教師認同。  
 

9.  學校早前發展全體教師以「 Shared Reading」及「 Storytelling」

教學法，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演繹英文故事，教學過程輕鬆愉

快，幼兒也投入活動之中，能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  
 

10.  學校本年繼續在各級安排繪本戲劇活動，選擇內容適切，角色

合適以戲劇形式演繹的繪本故事，帶領幼兒進入故事世界，模

擬出有意義的情節。除了能滿足幼兒對聆聽故事的熱愛，亦可

以培養他們以肢體動作參與演出，最重要是透過討論及演繹故

事情節，明白不同角色的感受，提升理解力、同理心及抒發情

緒等。  
 

11.  校舍的設備完善，能妥善分配空間，方便幼兒進行各類型的活

動，善用地方展示幼兒作品，並適時更新，使學習環境更具親

切感。學校亦能提供豐富而多元化的遊戲設備和材料，以配合

幼兒的能力、興趣和發展需要，讓幼兒有操弄及探索的機會，

應用所學，啟發他們的創意和潛能。  
 

12.  教師採用以幼兒為本的教學方法，能配合所教內容的特性和重

點，採用多元化的教學形式，設計合適的遊戲，誘發幼兒的興

趣，協助他們達成學習目標。教師更能引導幼兒通過對外界事

物的觀察、體驗和想像，從而引發創意和美的感受。  
 

13.  教師舉止談吐合宜，能以身作則，處事公平，是幼兒學習的模

範，讓幼兒學習良好的行為。教師與幼兒有緊密聯繫，經常與

幼兒交談，以開放式的問題，鼓勵他們分享經驗、意見和感受

等，也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啟導幼兒如何與別人溝通，以促進

雙向溝通和師生互動，協助幼兒建立自信心和良好的人際關

係。  
 

14.  學校有充足及合適的教學資源，能提供豐富而多元化的遊戲設

備、教材、玩具和圖書等。教師作課室的佈置能引起幼兒學習

的興趣，而多樣化的興趣角及各種遊戲材料擺設，亦方便幼兒

進行各樣活動，以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教師在適當的時間，

能彈性地提供適切的教學資源，更提升了幼兒的學習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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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校管理層和課程統籌運作暢順，由主任及各級組長帶領和編

排課程及查閱教學計劃，基本運作良好。教師輪流編寫教案，

然後在小組會議先討論再作修訂，讓教師一同檢視教學內容，

使教學安排更趨完善。而學校亦鼓勵及接納教師以教案為基

礎，在自己班別中再加以調適和發揮，將活動評估寫下，主任

會觀課及查閱幼兒的習作及作品等，以監察課程的推行，適時

向教師作出回饋或了解各班情況，以發揮改善課程和監察的作

用。教師的課後評估亦會集結一起讓教師傳閱，互相學習，解

決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  
 

16.  學校持續擴闊教師的教學空間，教師每年會根據幼兒的能力、

興趣及需要調整教學計劃，並於每主題安排「兒童為本學習活

動」，延展幼兒的學習興趣。根據評課紀錄顯示，教師已能掌

握課程調適及幼兒為本的原則，把握幼兒的學習時機，對課程

作彈性調整，教學逐漸趨向以幼兒為主導。  
 

17.  教師熟悉幼稚園教育的教學趨勢，能掌握和實踐幼稚園教育的

整體理念和兒童發展理論，具備良好的知識和技能，經常進行

教學反思和與同儕交流分享，持續提升專業水平。依據觀察，

本年每班均存有學習差異的幼兒，教師須按幼兒的能力和需

要，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甚至安排不同的活動方式配合不同

能力的幼兒去進行活動。學校時常鼓勵教師在小組會議中，分

享如何輔導不同能力兒童的技巧，並記錄於「教師照顧不同能

力兒童的課堂經驗分享」表格，有助教師互相學習，彼此激勵。 

 

18.  教師教學態度正面和認真，對教育有抱負，能反思及自我評

鑑，又能重視專業發展，積極進修，責任感強。教師的教學態

度良好，從教學反思、具體建議及課程評估資料顯示，教師對

教學、自我評鑑及課程反思的能力比前深入和詳細。  
 

19.  教師能以適當的語調、清晰的說話，流暢地與幼兒溝通，了解

幼兒的心意和想法，又能因應幼兒的理解力和需要調節講解、

指示和示範，運用開放式問題鼓勵幼兒分享意見和感受，促進

師生互動和提升與別人溝通的能力，大部分幼兒在這方面的能

力能獲得適切的發展。  
 

20.  幼兒能主動和專注地投入各學習活動，在輕鬆和愉快的環境中

作感官經驗的學習，富學習動機、好奇心及探索精神，大部分

幼兒能勇於發問、樂於表達和回應提問，能與同儕互相交流。

而在解決問題方面，則有部分幼兒仍需關注，須透過繪本故

事、情境學習等方法來幫助學習有關技巧，並與家長溝通，共

同關注個別幼兒幼兒在解決問題方面的能力。  
 



第 17 頁 

 

21.  幼兒大肌肉發展良好，而小肌肉發展方面，則有部分幼兒仍需

關注，部分幼兒仍然要透過不同的小肌肉訓練及教具的協助，

如：串珠、操弄剪刀、摺紙、練力膠等，以增強小肌肉的操作

能力，透過個別評估安排不同程度的訓練活動，並常與家長溝

通，針對性處理個別幼兒的小肌肉發展需要。  
 

22.  學校重視靈育及環保教育，每級按編排推行靈育、德育活動

等。大部分幼兒和家長均投入參與。另外，幼兒會於校園和家

居實踐保護環境，如：珍惜食物、食水、妥善處理廢物等。幼

兒又能投入聖經課堂，專心聆聽聖經故事、樂於唱詩及祈禱。 
 

23.  學校希望培育幼兒良好的群性發展和社交能力，安排不同的年

齡組別進行混齡活動，如賀年活動、專題研習成果分享日、混

齡活動日等，讓年幼幼兒從中學習聆聽年長幼兒的說話，嘗試

互相合作，而年長的又可學習帶領年幼的，使不同年齡組別幼

兒有相處和互動的機會，享受社交活動的樂趣，並了解自己的

能力和群體生活的規範。教師反映幼兒在當中有良好的學習經

驗，具教學意義。  
 

24.  學校著重幼兒的語文發展，每年都會推行「親子伴讀獎勵計劃」

及「暑期親子伴讀計劃」，鼓勵家長與教師一同努力培養幼兒

的閱讀能力，誘發幼兒對文字的興趣。學校每星期會借出一本

圖書讓幼兒可以恆常閱讀，亦鼓勵家長多帶幼兒到圖書館借閱

圖書，本年度參與閱讀計劃的家庭已超過八成，我們期望這個

風氣能有良佳的延續。  
 

25.  學校一向重視培育幼兒的品德，每年都推行「品德教育親子

活動」，從家長的回應之綜合結果顯示具有相當成效，各級幼

兒在課程評估報告亦顯示出幼兒在社群發展、生命教育方面

能達致良好或優異。大部分幼兒在校表現乖巧、能遵守課室

規則、樂於關愛別人、對人有禮，品行表現令人滿意。  
 

26.  學校評估目標清晰明確，有周詳的規劃為每一位幼兒建立學

習歷程檔案，並有系統地保存幼兒的發展記錄。教師熟悉學

校評估政策的目的和準則，以及有關的指引內容。教師有效

地觀察和客觀地分析幼兒的表現，讓檔案有效標記着幼兒各

方面的發展。幼兒升班時，會交予新的班主任作參考，幫助

幼兒順利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  
 

27.  學校以正面的態度，通過不同途徑，將觀察評估記錄清楚而

有系統地告訴家長，使家長明確了解子女的進度，加強對幼

兒成長的認識，從而建立對子女合理的期望，發掘幼兒的潛

能。當察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學校能與家長攜手合作，讓

幼兒儘早獲得坊間機構的轉介服務或接受本校的教育心理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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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校配合學習範疇和幼兒的不同發展階段，制訂幼兒學習評

估項目，以持續觀察方式評估幼兒的學習表現。又以「品德

教育調查表」從家長方面搜集幼兒在家的表現情況，從多角

度評估幼兒的進展。在每一學期完結前，對每位幼兒作總結

性評估，給予家長具體建議，期望加強家校合作來幫助幼兒

發展。教師將各項評估及資料存放在幼兒成長檔案內，以便

家長和教師掌握幼兒早期表現及目前情況，了解幼兒的學習

需要。  
 

29.  學校高度重視幼兒的健康及衛生狀況，除每天要求家長為幼

兒量度體溫外，教師能依照《教師手冊》內的指引照顧幼兒，

確保幼兒在安全情況下進行活動。在課程中，教師會加入健

康教育的元素，讓幼兒學習有關健康與安全的知識，鼓勵幼

兒實踐所學，每天多吃蔬菜、水果及少看熒光屏，並與家人

一起學習健康而良好的生活習慣。  
 

30.  教師能充分發揮團隊精神，積極配合校本發展計劃。他們會

經常分享在課堂照顧不同能力幼兒的成功經驗，主任、級組

長能帶領教師探討有效促進幼兒學習的教學策略，優化學與

教的效能。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  /  發展空間  
 
1.  近年家長亦反映幼兒部分情緒來自家庭問題、本身的生活習慣及未能掌握解決

問題方法等，需要教師更多的個別輔導和了解幼兒心靈的需要，但教師同時要

關顧全班幼兒的學習流程，校方可以鼓勵教師持續進修有關幼兒特殊需要的課

程，增強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對幼兒有更多的體諒和接納，也懂得如何令幼

兒在情緒上獲得舒緩，以及運用合適的方法解決問題和表達自己的情緒，有助

情意方面的發展。  
 
2.  近年發覺很多家長對幼兒過份保護，以至幼兒的自理能力普遍較弱，例如收拾

用過的物品、交及收功課、整理書包內的東西及還原課室角落的物品等，都未

能做好。校方宜加強家長教育，鼓勵家長放心讓幼兒自行處理自己的事務，提

升自理能力。而教師亦宜切實執行幼兒的自理行為，可設計獎勵計劃或公開表

揚，以讓幼兒的自理能力和心態得以改善。  

 

3.  幼兒在語言發展的進度上有較大的差異，教師宜在課堂中加強口語遊戲、描述

圖片、覆述故事、程序卡和朗讀句式等活動，以提升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在

音樂課堂時亦可增加吹氣、發聲等有趣的口肌訓練，從而訓練幼兒掌握語音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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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部分幼兒在解決問題能力上仍未掌握，喜歡倚賴成年人的協助，要教師多加

鼓勵，校方宜透過獎勵計劃、故事及生活情境討論等活動，建立幼兒的解難能

力。  

 

5.  教師發現班上幼兒在認讀中文字詞時的表現差異較大，而家長亦對教導幼兒認

讀中文字詞等缺乏方法，教師宜多參考《聽說讀寫小寶盒》內的小遊戲，例如

拆字遊戲、部首對對碰等，增強幼兒對中文字字形結構的認識，及字形與意義

之間的關係聯想。校方亦宜鼓勵教師與家長分享以遊戲學習中文字詞的方法，

幫助幼兒提升認讀的興趣及更好地掌握認讀字詞的技巧。  

 

6.  近年教師在課堂上發現執筆姿勢欠正確的幼兒有增多的趨勢，而執筆姿勢錯誤

令幼兒容易出現坐姿錯誤、疲倦、書寫速度慢、字體欠美觀等情況，校方宜加

強家長教育，鼓勵家長多關注幼兒的執筆姿勢，多與孩子進行有關小肌肉的遊

戲活動。而教師亦宜多提醒幼兒正確的執筆姿勢，又在分組活動時鼓勵幼兒多

運用教具、玩具訓練小肌肉，以提升幼兒更好地掌握有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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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們對幼兒和教師的支援  
 

評述工作成效  憑證：  
 

1.  學校因應不同背景和學習需要的幼兒在能力上的差異，適切地

調節課程和教學策略，促進幼兒的成長。例如因應非華語幼兒

學習中文的不同起步點和需要，靈活運用恰當的教學策略，照

顧幼兒學習的多樣性。  

2.  學校今年發現有 16.4%(共 78人 )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長有障礙

的幼兒，他們的發展令家長和教師憂心忡忡。本校今年購買了

協康會─駐校教育心理學服務 (下稱專家 )以支援特殊學習需

要的幼兒，除進行評估外，課後會晤家長及教師，提供教導策

略及轉介等工作。此外，專家亦作教師培訓工作坊的講員。確

實提升了教師的眼界，教師除了不拒絕這類孩子外，更因他們

各方面發展有所改善而喜悅。  

3.  學校今年繼續參加協康會到校康復支援服務：共有 29 位學生

獲得服務，該會每星期共 4 天，到校給予學生作早期訓練，並

定時有職業治療師等到課室觀察 /評估幼兒。雖然學校要兼負

很多行政工作，但看見家長非常欣喜樂意帶孩子來接受訓練，

並在家中作出配合，教師亦表達這些學生的發展有很大的進

步，這也實在是很有價值的事情。  

4.  學校著重關顧幼兒的身心發展，輔導主任、課程主任及班主任

會著重觀察幼兒行為、情緒表現及能力上是否有障礙的表徵

等，並商議策略及跟進工作。另外，駐校社工繼續為在教養孩

子問題上遭困擾，或在婚姻上遇到難處的家庭提供專業輔導。

受助家庭大部份都有正面的改善。整體而言，學校在關顧幼兒

及協助家長需要方面，都有極佳的成效。  

5.  學校會對新來港、中途入學或個別能力較弱的幼兒會給予適切

的照顧、功課輔導及支援，班主任、主任和輔導主任會彼此溝

通，又會與家長緊密聯繫，藉此因應幼兒的情況，在學習上作

出個別支援、調節功課量、甚至送贈教具等來幫助家長協助子

女學習。校方又會對新來港或經濟緊急的家庭提供助學金，或

轉介「關愛動員」機構，給予在食物及幼兒學習上提供支援。 

6.  學校能為新入學的幼兒設立適應期，以循序漸進的模式及家長

陪同上學，幫助幼兒順利由家庭過渡到學校生活，而教師態度

和藹，主動與幼兒建立關係，又安排多元化活動幫助幼兒投入

和喜愛校園生活，從而對學校建立歸屬感。  

 

˙輔 導 個 案 記

錄  

˙ 兒 童 評 估 報

告  

˙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 小 組 會 議 紀

錄  

˙ 教 師 考 績 評

估表  

˙轉介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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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校會為高班幼兒準備幼小銜接活動，如：參觀小學、模擬小

學活動及抄寫手冊等，教師藉著「小學」主題學習活動，幫助

幼兒初步了解小學生活，以故事、小組活動等，讓幼兒認識升

讀小學可能會出現的情緒，從而作出適當的輔導，減少幼兒對

升讀小學的憂慮。學校又邀請小學校長向家長講解如何協助子

女適應小學生活，有效幫助幼兒過渡至小學。  

8.  學校在 11 月初邀請小一校友生回校探望教師外，家長們亦可

互相分享幼兒升讀小一後的表現。校方安排駐校社工為家長提

供可行的策略，從而幫助他們及早改善幼兒適應小一的問題。

家長們亦互相交流心得，彼此支援。  

9.  學校善用家長的專業和才能，集合家長力量，協助推行活動，

並因應校本情況建立家校合作網絡，鼓勵家長參與制訂及策劃

家校合作活動，以支援教師教學的需要。  

10.  學校會因應不同家庭的情況，設立多種渠道，與家長保持緊密

溝通，例如 :電話及 WhatsApp 等，讓學校可以處理更多突發事

件的即時溝通，也讓家長能與教師適時溝通幼兒的情況。  

11.  學校與外間機構保持聯絡，緊密協作，舉辦多元化的學習和生

活體驗活動，擴闊幼兒的視野，促進幼兒的全人發展。  

12.  學校為教師提供適切的培訓或支援，讓他們能有效照顧不同背

景需要的幼兒。例如加強教師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和支援非華語

幼兒學習中文的專業能力，以幫助他們學習中文和融入校園生

活。  

13.  教師態度和藹，經常主動關心及接納不同背景和學習需要的幼

兒，營造共融氣氛。他們都能貫徹學校的教育信念，並積極支

持學校的活動，合力推動和營造和諧的校園氛圍。  

14.  學校重視團隊協作，員工互信互重，彼此接納，關係融洽，發

揮群策群力的精神，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15.  學校整體氣氛和諧，教職員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並能以基督

博愛的精神關顧幼兒，認為工作具有意義，教師又能帶動家長

積極參與校內和校外的義工活動，從而使家長熟悉及認同學校

的教育方針，能以行動表示支持。  

16.  學校能提供良好的衛生和工作環境，致力保持教師及幼兒身體

健康及具有良好體魄進行教學活動，添置器材包括 :每課室有

Amway Atmosphere T M 空氣清新機，晚間會預定時間開啟臭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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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課室每個角落，早上再請女工清潔，確保環境清潔衛生。

學生進入校園除了用消毒啫喱清潔雙手外，在幼兒咳嗽或打噴

嚏後會在附近的環境中噴灑滅菌噴霧，以確保病菌不容易傳

播。  

進一步改善的建議  /  發展空間  

1. 我們深深明白駐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對一所優質發展的學校來說，是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無庸置疑，要讓整體的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學校必須與家

庭緊密聯繫外，孩子及家長的需要都應予高度關注，並給予恰當的支援，方能

完善。因此學校需要向政府申請更多的資源，以補足學校在聘請駐校社工及教

育心理學家方面的財務需要。而學校仍需持續提升教師在照顧幼兒發展的多樣

性方面的能力，以滿足現時普遍社會或家庭的需要。  

2. 有部份教師和家長都發現部分幼兒有過重的現象，亦有家長表示未能帶動孩子

喜歡做運動，只喜歡靜態活動，例如：玩電子玩具、手機及看電視等。以致體

能發展未如理想，身體動作協調有欠靈活，四肢發展能力較弱，常常跌倒，甚

至經常生病。就著這些情況，教師開始為家長安排個別改善方案，並教育家長

如何面對現今社會的現況及孩子健康成長真正的需要。  

3.  近年校長發覺教職員告病假 /生病頻率高了，情況令人憂慮！他們每天忙於工

作，照顧家庭和孩子，有些亦於放工後趕赴院校持續進修，導致休息不足，飲

食方面亦未及注意，更遑論有恆常的運動來提升健康質素。有見及此，學校應

給予多加提醒及作出鼓勵，以免疾病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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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發展計劃                                                 
 

3.1 探討持續發展的工作  
 

未來的  

重點工作  
發展基礎  機遇  /  挑戰  

發展校園

優質體適

能文化  

‧  學校有體適能的專責主任，設計及統籌全校體

能活動編排，活動進度編排理想，合乎幼兒發

展需要。  

‧  學校設有露天操場，室內活動室樓高 15呎，室

內外活動空間理想，空氣流通，有助幼兒進行

體能活動。  

‧  1999-2000年學校曾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

款發展全校體能活動，所有資料及教材整理妥

善，作全校教師發展體育教學的基礎。  

‧  衛生署及衛生防護中心於 2018年更新了「二至

六歲幼兒體能活動指南」，鼓勵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參考當中的活動和策略，與及如何推動至

家長層面，有助學校提升幼兒體能發展。  

‧學校新聘請的男教

師都具備體適能培

訓的認可資歷，可

以配合學校發展體

適能基本能力及建

立 優 質 體 適 能 文

化。  

‧很多教師近年身體

上都出現大小不同

的毛病，這使教師

都比以前開始意識

運動和健康的重要

性。學校可以加強

鼓勵教師作幼兒運

動的好榜樣，帶動

全校運動氣氛。  

 

3.2  關注事項  

1.加強鞏固教師對幼兒正確體能基本動作的學習。  

2.提升教師對幼兒體適能的教學方法和技巧。  

3.幫助教師及幼兒發展運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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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校下年度的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目標：發展校園優質體適能文化  
 

 

工作目標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檢討工具/資料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備註 

籌策/準備 1. 校長、主任約晤香港中文大學的幼兒體育

研究計劃負責人，了解計劃各項安排。 

2. 學校籌劃適切的教師培訓課程，加強教師

明瞭幼兒體能發展的重要性及與學習的

關係；另外，也培養教師重視個人運動的

習慣，能以身作則。 

6/2018 

至 

10/2018 

1. 家長願意投入參與研究

計劃，關注家人對建立運

動習慣的需要。 

2. 學校能配合研究計劃的

不同活動，積極參與。例

如邀請家庭搜集運動數

據等。 

‧教師考績表 

‧計劃研究報告 

‧兒童成長檔案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全體教師 

  

1. 加強鞏固教師對

幼兒正確體能基

本動作的學習。 

 

2. 提升教師對幼兒

體適能的教學方

法和技巧。 

 

3. 幫助教師及幼兒

發展運動的習慣。 

1. 學校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幼兒體育研究

計劃，透過搜集幼兒及其家人的運動數

據，分析香港幼兒對運動量的普遍需要。 

2. 添置多樣適合幼兒操作的運動器材。 

3. 舉行教師培訓計劃： 

提升整體教師在進行運動的安全意

識，以免產生意外。 

提升教師帶領體能活動的技巧，使個

人及幼兒喜愛運動，願意發展運動的

習慣。 

學習設計多元化體能活動教案及靈

活運用學校已有的運動器材幫助幼

兒發展。 

4. 各級教師經常互相交流有關體適能的教

學策略。 

5. 舉行親子遊戲日、親子運動會。 

8/2018 

至 

7/2019 

1. 大部分教師能領悟培訓

導師講課內容，學習設計

較理想的體適能教案。 

2. 大部分教師能充分掌握

不同體能用品的運用。 

3. 大部分幼兒喜愛參與體

適能活動。 

4. 大部分幼兒在身體協調

能力和健康狀況方面有

正面的改善。 

5. 有運動習慣的學生人數

增加。 

6. 一半教師願意發展運動

習慣。 

‧教師進修紀錄

及筆記 

‧體能教學計劃 

‧兒童評估紀錄 

‧校務會議及小

組會議紀錄 

‧學生運動習慣

問卷調查 

‧教師考績表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全體教師 

 

 

紅十字會 

到校為教職員作 

「幼兒基本急救課程」 

($5000) 

協康會 

物理治療師講解幼兒

體能用品的運用技

巧，運動對專注與學

習關係       (免費) 

香港中文大學 

幼兒體育研究團隊臨

校進行研究計劃及

教師培訓工作坊 

        (免費) 

浸會大學 

教師培訓工作坊 

 ($5000) 

購置多種體能用品

及器材     ($20,000) 

 

 

 

 

 

 

 

 

 

校長簽名：                 (翁巧香)  

日  期：      20-11-2018          

 

校監簽名：                (李美蓮)  

日  期：      30-11-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