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家長及小朋友︰

踏入新的學年，在此歡迎本年度入讀聖公會聖基道灣仔幼兒園之家長及小朋友。全球雖

仍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病肆虐，幸好小朋友們能於 9 月恢復半天回校授課，我們又可聚首

一起。回顧過去一個學年裡，老師與小朋友進行面授課堂及網課，種種嶄新的校務運作

及安排，令我們的應變能力也大大提高，而各項校務工作最終能順利推展，確實有賴老

師用心策劃及準備；家長的配合、包容和理解，大家攜手合力與小朋友們迎難而上，努

力學習及適應疫情下之學習新常態。

每位小朋友有不同的天賦才能，成長步伐不一，學習能力也有差異，但在我

們眼中他們都是上帝賜予的珍貴禮物。本校課程以「兒童為本」，為他們

提供安全及愉快的學習環境，同時配合兒童身心發展需要的有趣學習體驗，

以促進他們在語文、數學、體能與健康、大自然與生活、體能和群性及

美藝與創作感等達至全面而均衡的發展。

我們相信教育兒童不止於傳授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育他們的自

學、自我反思、解決困難、批判性思考和與人溝通等能力，以裝備自

己，面對將來的挑戰。但願我們家校同心，保持良好及互信、合作的

精神，攜手培育兒童成長。

( 一 ) 提升教師帶領體能遊戲之技巧，培養及提升兒童對體能活動的興趣

本園於今學年起外聘專業體適能教師每星期到園與兒童進行不同類型的體能遊戲，

以鍛鍊兒童有強健的體魄，同時在不同級別活動中加入不同程度的挑戰性元素，以

培養兒童樂於探索及勇於嘗試的精神。

( 二 ) 提升教師在推展正向教育的技巧，以及塑造正向團隊文化，

並與家長攜手締造正向氛圍，讓兒童在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

本學年學校被選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主辦的「推

動正向教育 ‧ 邁向全人發展」的計劃學校，計劃為期一年。透過計劃的學校發展主

任提供到校專業支援，協助教師設計多元及具挑戰性的

校園生活和學習活動，優化校本課程，讓幼兒更投入及

喜愛學習，亦期盼將正向文化融入家庭，建立彼此關懷

及愛護的正向態度，強化家校合作，從小培養子女有良

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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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裝扮 我們是小司機

我們扮演不同的人物

我們學習
用望遠鏡

製作再造紙

我們是交通安全大使

呼拉圈遊戲

報紙遊戲

通電實驗

齊夾摸一摸

鏡子探索活動

探索風力活動

扮演活動

話劇表演

參觀閱覽室

參觀百田遊園

校 花園 絮校 花園 絮

督印人 :
岑婉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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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庭家

家長難免會擔心兒童的成長和學習，可能家

長會問為何孩子學習得不好？想要孩子學習

得好？首先要讓孩子喜歡學習，能自主學習。

有什麼方法？方法是讓他們進行遊戲，不是

「勤有功，戲無益」嗎？當然不是，遊戲中

學習是有莫大好處的，在《2017 年幼稚園教

育課程指引》中的「遊戲學習好開始均衡發展樂成長」，正

正道出了遊戲的重要性。遊戲是兒童的天性，是他們生活的

一部分，兒童喜愛遊戲，主要是遊戲能令兒童感到自由自在、

從中享受與人合作和分享的樂趣。因此，本園希望兒童透過

遊戲令他們自主自發、主動投入、輕鬆愉快和有效地學習，

自由遊戲是本園課程特色之一，於自由遊戲時間由兒童主導，

老師不會設立遊戲規則，玩甚麼，如何玩，全由兒童自己決

定，自由遊戲更能提升兒童語文能力、解難能力及社交能力

等，過程中，老師是一位引導者、觀察者、協助者，更會與

兒童一同遊戲和學習，以促成亦師亦友的良好關係，期望你

的孩子能透過遊戲學習成為一位自主學習的人。

各位家長及小朋友您們

好，感恩這年度可以成為

高班的老師，陪伴幼兒

共同成長及為升小學作準

備，並與家長互相鼓勵、

分享學校點滴和攜手合

作。面對現今疫症的出現，無論小朋友在

上學或是老師在教學上的安排，都充滿著

新挑戰和嘗試，但是成長正正就是一個需

要不斷學習的歷程，我們可以藉著互相勉

勵和分享，找出應變的方法。願小朋友可

以從天父帶給我們的話語中，乘風破浪面

對挑戰，並常存對學習的好奇心，發揮個

人潛能，成為愛探索和愛學習的孩子。

在新的一年，我們繼續致

力為兒童提供一個舒適、

安全及衞生的學習環境。

I’m so pleased to be a part of 
such an amazing education 
team. The staf f  and other 
t e a c h e r s  h e r e  p r o v i d e  a 
caring and cohe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ich helps 

our students develop great habits, character 
traits, and teamwork. Our English program 
allows them to learn much faster as I use a 
natural, native approach to teaching. It's highly 
interactive and fun, ensuring the children are 
engaged and excited to learn.

大家好！我是郭林瑜老

師，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

種感覺，就是「時間過得

好快呀！」因為疫情，我

們與幼兒見面的時間比以

往少，卻令大家的相處時

間變得珍貴，提醒我們要學習珍惜，因為

所有事情變得不再必然。但我感恩幼兒讓

我每天都充滿喜樂和正能量，他們簡單的

思想、發自內心的笑聲和無窮無盡的精力

都為我增添力量，我很期待和幼兒們一起

製造更多快樂的校園生活回憶！

大家好，我是 N 班邱曉

盈老師，感謝天父讓我在

這所充滿愛的幼兒園裡工

作，讓我在幼兒最寶貴的

時光中，與他們一起學習、

成長和經歷。每天看著幼

兒精神奕奕地踏進校園、主動與老師打招

呼、以及展現可愛的笑容，是我工作上最

大的動力。希望天父繼續保守每一位幼兒，

讓他們能夠在愛中成長，一同經歷神的恩

典。

各位家長、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童行

有愛」幼稚園駐校社工林凱雯姑娘，很高興可以加入灣仔幼兒

園的大家庭！社工駐校服務期望藉著家校攜手協作，在幼兒成

長的奠基期，協助兒童及其家庭一同面對生活中的困惑和危機。

本學年我將預備多元化的活動給孩子們，包括情緒、社交技巧、

專注學習等相關的成長小組。家長方面亦會提供管教、育兒講

座、親子活動等等。希望讓幼兒從小建立親子連繫，培養正面思維，發展潛能。

歡迎各位家長與我聯絡和傾談，一同分擔，共同建立健康快樂的成長空間予我

們的孩子！

大家好！我是行政助理張綺娟。感

恩能在這個大家庭和大家一同成

長。願天父賜福給每一個家庭，充

滿平安喜樂。

大家好，我是 N 班陳文英老

師，感謝主把我帶到這個充滿

愛和活力的校園，在校園中，

校長、老師及工友對小朋友循

循善誘，亦會愛護每個小朋

友，讓他們在從充滿愛的環境

中學習和成長，很高興我能加入這個大家庭，

見證小朋友的成長和感受他們成長的喜悅。

大家好，我是王昉老師，我從事

幼兒普通話教育工作已經有六年

了，我熱愛孩子，善於通過寓教

於樂的方式讓孩子接受和喜歡普

通話，小朋友愉快學習的笑臉是

我堅持教學的動力。在今後的學

習中，我將會奉獻自己全部的耐心和愛心，希望

每位小朋友也能感受到學習普通話的樂趣！

大家好，我是曉瑩老師。新學年轉眼間已經

開始，真的很高興能夠每天看著每位小朋友

開心活潑地回到學校，輕鬆享受每天的學習，

勇於接受每個新挑戰，在每位老師的關愛下

茁壯成長和學習。

大家好！我是 K2 班的劉倩婷老師，感

謝天父帶領我加入聖公會聖基道幼兒

園 ( 灣仔 ) 這個大家庭！我相信用愛心

及耐性去教導每位孩子是老師缺不可

少的！每位孩子都是天真可愛，他們

都擁有不同的潛能、性格與特質，作

為老師我會培養他們正面的學習態度，讓他們過著愉快

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趙惠瑩老師，是本

年度 K1 班老師，很高興能在聖基

道幼兒園陪伴和見證每位幼兒的成

長，希望幼兒們除了能在愉快的環

境中學習，更能在天父的帶領下，

學會彼此相愛，一同在愛中成長，

成為一位充滿喜樂、自信和愛人如己的孩子。

大家好！我是高班的陸詠欣老師。一個世紀疫症的出現，使我們的生活

頓時改變了不少，大人和小朋友都有不少的學習、新嘗試和新挑戰，生

活上也出現了不少的新常態。但成長就是一個需要學習的歷程，辦法總

比困難多，願天父繼續陪伴幼兒成長，並依靠衪的力量來面對各種嘗試，

培養他們積極學習的態度。

關烯妍主任

梁家雯老師

工友及廚工

Mr. Jim, Native English Teacher

郭林瑜老師

邱曉盈老師

駐校社工 - 林凱雯姑娘

張綺娟老師

陳文英老師 普通話王昉老師

郭曉瑩助理教師

劉倩婷老師

趙惠瑩老師

陸詠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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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育教教

長長
家家

本園關注教師的身心健康與情緒紓壓。開學初，本園

邀請駐校社工為教職員舉辦了一節紓壓工作坊，

讓教師可暫時放下繁重的工作，放鬆身心，為

自己「充充電」。此外，為配合本園 2021-22

年度學校發展重點，本園於 10 月 15 日教師發

展日，舉行了正向教育工作坊，提升教職員正

向教育的知識，同時建立他們正向教育的應用

技巧，並鞏固團隊的正面動力。

為了培養兒童的閱讀

興趣和習慣，本園於 5

月份邀請了幼稚園教育總

監伍寶珠博士舉辦「幼兒閱讀的關鍵」

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兒童閱讀的好處、

說故事技巧及如何為兒童揀選合適的繪本。另

外，為推廣遊戲對兒童身心的重要性，於 7 月份舉

行了「親子遊戲樂趣多」工作坊，當日家長與兒童

一起進行遊戲，氣氛良好。除此之外，本園

亦舉辦了「管教 So Easy」家長講座，由聖

雅各福群會臨床心理學家李穎賢姑娘向家

長講解不同的管教技巧，讓家長學習如

何處理兒童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師 培 訓教 師 培 訓教

今年為本園創校

15 載，為了慶祝這個大日子，本園於

8 月 7 日舉行了 15 周年感恩崇拜暨惜

玩嘉年華。活動當日，兒童穿著與爸媽

設計的 15 周年環保服飾進行 Catwalk 

Show，同時本園有幸獲兒童福祉委員

會資助，與「智樂兒童遊樂協會」合辦

「惜玩嘉年華」，以不同環保物料設

計出一系列刺激好玩，同時發揮創意

的遊戲，包括︰激輪滑梯、水管運木

珠、紙皮玩樂園、車軚陣、鏡子屋及

Rigamajig，透過嘉年華更可向家長及

公眾推廣遊戲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並

可共度親子遊戲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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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兒童良好的運動習慣，以及促進兒童

與家長的親子關係，本園於 5 月 22 日聘請了

專業體適能導師帶領一眾家長及小朋友進行

體適能親子樂活動，當天家長及兒童均能體驗

親子運動的樂趣。

2021 年 7 月 31 日兩園於聖

公會李兆強小學舉辦了 2020-

2021 年聯校感恩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主題為創校 15 周

年，高班和低班兒童透過各

種表演，以慶祝學校創校 15

載，兒童當天精彩和賣力的

演出都獲得大家的掌聲，在

他們畢業前留下美好回憶。

炎炎夏日，為讓兒童感受及體驗夏天的活動

及樂趣，老師精心設計了一系列以夏天為主

題的攤位遊戲，包括︰運冰水泡障礙賽、水

池尋寶及沙堆找貝殼，同時安排了不同的夏

日科學實驗活動，如︰神奇的花及彩色的水，

讓兒童探索水的奧秘。活動當天兒童更穿著

了富有夏日色彩的服飾進行「夏日 Catwalk 

Show」，兒童都能擺出自信的造型，展現活

潑的一面。

為了讓

兒童認

為了讓傳統工藝文

化得以傳承，適逢

為慶祝國際兒童節，本園特別安排了不同

活動讓兒童參加，包括︰觀賞卡通片、考

驗幼兒手眼協調的攤位遊戲及製作趣味圖

工等，透過活動讓兒童享受遊戲的樂趣。

FUN

識國慶的由來和意義，以及感受當中的

歡樂氣氛和慶祝活動，並認識傳統中華

文化，學校於 9 月下旬舉行了中華文化

日。當天兒童在校進行了升旗儀式以及

不同的攤位活動，例如：中國名勝一日

遊，中國美術館和中華文化釣釣樂等。

他們參與了不同的競技遊戲、製作麵粉

公仔，剪紙和找尋各種中國食品等，過

程中高班的兒童亦會扮演著「小老師」

的角色，帶領年幼的同伴進行活動，他

們都表現投入和認真呢！

中秋節將至，本園特別舉辦紮花燈活動，並邀請了

兩位長者為家長及兒童示範紮作花燈。活動當日，

兩位長者講解清晰，更耐心地教授家長和兒童，大

家都投入地紮作金魚花燈，氣氛和樂融洽。各條「金

魚」亦相當漂亮及各具特色，最後本園更為參加者

送上精心準備的中秋節福袋，讓他們與家人分享。

老有所為活動
花燈紮作活動1

為推廣跨代共

融，本園舉辦

老有所為活動
長幼重陽登高樂融融活動2

了長幼登高活動，讓兒童與長輩於秋天氣爽的日子於太平山山頂享受登高

樂趣，並沿途欣賞大自然美景。活動當日，兒童及長輩更一同在公園進行

集體遊戲及一同野餐，共享祖孫天倫之樂。

中華文化日
升旗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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