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又過一年了！特別欣喜的是校園裡

又再次充滿了小朋友的歡笑聲。每天能看到小朋友健康回校，

與家人道別後大步走進校園，就是老師們最樂見的事情了！

雖然疫情尚未過去，但幼兒的學習並沒有因此而停步。形

式上的轉變讓老師和孩子們更加珍惜相見的機會。同時，也感

謝各位家長在疫情期間對學校和老師的支持與關懷，我們也將

愛回饋孩子，持續共建充滿愛的學習園地。來讓我們在這裡分

享幼兒在校園中愉快的學習情景吧！

2020-2021年度
學校報告

學習生活

可愛小貓咪到訪隆亨幼兒學校

YEAH﹗一起準備材料做酵素 冰凍體驗

大肌肉時光

哥哥姐姐認真學習的樣子

單車二人組

發揮創意齊齊動手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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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酵素DIY

你是我的好朋友﹗

可愛的小蝸牛

開心時光

你爬我又爬

歡樂走廊

籃球初體驗落雨也玩得很開心﹗

迷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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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袋有甚麼﹖

親親小蜥蝪

齊玩呼拉圈

生日會－交換玩具

齊齊朗讀英文故事書

手牽手好朋友

送給你一顆小泥糰

親親小貓咪

齊來穿隧道

3



我要做個小廚師

透視積木逐格睇

小男孩傾下計

天氣好一起踩單車

太興奮了﹗第一次用廚餘機
小農夫種蕃茄

我是小司機

施施肥.....植物快長高﹗
玩樂單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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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印手指的足跡

愉快的校園生活

坐車車

小任務－澆花日記

顏色大混戰

搖……搖……搖……開心放船仔

有趣的害羞草 自製瀘水器

帳篷下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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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幼兒對英語學習的興趣，本年度，學校於低班推行

「英語閱讀龍虎榜」及高班推行「英語之星」英語閱讀活動，

鼓勵幼兒與不同的老師和同伴多讀英語故事書。透過計劃，幼

兒對英語學習興趣不但提高了，連發音也注重起來，外藉老師

Teacher Steven也為他們的努力感到驚嘆呢！

享有個人不被打擾的空間，能幫助幼兒

舒緩日程帶來的疲倦。想不到平日活潑好動的

孩子們，走進「私密空間」時也會變得安靜起

來！無論是和同伴傾談趣事，或是與好朋友進

行靜態角落活動，都能幫助幼兒找回平靜。

幼兒透過五感學習，亦從實際操作中獲得最直接的認知。

校園的天台加入了「玩水區」，讓幼兒於炎炎夏日可以享受玩

水的樂趣。每組更換的水更可以用來澆花呢！

英語閱讀推廣

私密空間

玩水區

重點及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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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20 ♦	 學校停課

♦	 新生迎新日
♦	 網上幼兒班家長會
♦	 網上低班家長會
♦	 網上高班家長會
♦	 ZOOM互動樂園

10/2020 ♦	 9、10月份生日會

♦	 開始「一人一花」活動
♦	 彩燈晚會
♦	 ZOOM互動樂園
♦	 畢業生重聚日暨畢業禮

11/2020 ♦	 保護瀕危物種講座 —

12/2020 ♦	 網上教學影片

♦	 低班課堂體驗日
♦	 「給我力量」和諧粉彩體驗活動（第一組）
♦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親子幼兒體適能

獎勵計劃」

1/2021 ♦	 網上教學影片

♦	 「給我力量」和諧粉彩體驗活動（第一組）
♦	 「愛+閱」讀簡介會（低班）
♦	 「愛+閱讀計劃」（第一組）
♦	 齊惜福ZOOM講座
♦	 ZOOM互動樂園

2/2021 ♦	 網上教學影片 ♦	 ZOOM互動樂園

3/2021

♦	 網上教學影片
♦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
♦	 Magic Lego Club幼兒社交小組（第一組）
♦	 英語社交小組

♦	 「愛+閱讀計劃」（第二組）
♦	 ZOOM互動樂園

4/2021
♦	 英語社交小組
♦	 郊野公園講座
♦	 齊惜福工作坊—廚餘

—

5/2021

♦	 Magic Lego Club幼兒社交小組（第二組）
♦	 英語社交小組
♦	 齊惜福工作坊—種植一
♦	 齊惜福工作坊—種植二

♦	 「愛+閱讀計劃」（第三組）
♦	 食物過敏健康講座

6/2021

♦	 Magic Lego Club幼兒社交小組（第二組）
♦	 齊惜福工作坊—種植三
♦	 道路安全講座
♦	 「煙草OUT健康IN」幼兒互動劇場

♦	 開始親子閱讀計劃
♦	 2020-2021年畢業禮暨結業禮

7/2021 ♦	 升小一模擬課（高班） —

8/2021 ♦ 暑期活動 —

全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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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小遊戲

顏色大變身

小小種子快成長

無煙有LIKE故事劇場

好玩的害羞草

神奇的麵粉
搓一搓小麵團

我們畢業啦﹗

難忘的高班畢業生重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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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方面
培訓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簡介會

校長 「國家安全：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簡介會

校長／主任 評核員填寫評核報告簡介會

校長／主任／教師 優質教育基金2020/2021年度撥款計劃簡介會

主任／教師
親子盒（一）計劃教師簡介會

書寫相關家居訓練網上資源簡介—支援學童在家學習

分享會

校長 遊戲在新冠疫情下的角色

校長／主任／教師 提升孩子情緒智慧 營造EQ校園

主任／教師
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升讀小一

幼稚園如何建立閱讀校園網上分享會

教師

《奧福正向教育遊戲繪本》分享體驗會

兒童語言發展及提升技巧

處理兒童負面情緒分享會暨《牛角包生氣了？》繪本發佈會

如何利用圖畫故事書為孩子講故事

工作坊

校長
專業交流活動（一）

平息衝突，創建和諧：紛爭中的領導力

校長／教師

新入職教師導向

網頁後台應用培訓

如何在幼稚園有效領導和實踐「自由遊戲」？

教師

從專心出發—提升幼兒自我管理表現

寫字慢、容易攰、字體東西倒怎麼辨

如何幫助有早期學習困難的幼兒順利過渡小一？

庶務員 2021「食得安心：生冷食物要留神」食物安全講座系列

培訓及交流

校長／主任／教師

環境評量表[ECERS-E、ECERS-R]學習知多少

教師口腔健康教育培訓（賽馬會幼童護齒計劃）

「讀寫障礙工作坊」—從小學好中文

0-6歲幼兒的大肌發展進程及訓練建議

性格透視進階工作坊

急救講座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照顧幼稚園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進階（應用）課程

課程組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先行培訓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先行培訓

校長／主任 行政組 有效溝通及協作

主任 學校行政重點管理課程 9



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9/2020 小一入學簡介會 羅淑芬校長

11/2020 「幼兒情緒與自我關顧」家長工作坊 黃艷蘭老師

「家庭暖笠笠」親子布偶劇場 社工陳淑儀姑娘

12/2020 「家庭健康維他命」網上講座 社工陳淑儀姑娘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之2020-2021年度口腔健康教育

（網上講座）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馮展妍牙科醫生

5/2021
親職教育學院

管教有法不動「氣」講座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師及香港教育大學兒童與

家庭科學專業顧問　

張溢明先生

賽馬會體適能計劃教師體驗日

齊來做運動

性格透視工作坊

手牽手－和諧粉彩

畫出理想的辦公室

我們的團隊

和諧粉彩－親子組

親親南生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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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第九屆「香港回歸杯」幼兒三語演繹比賽—入選證書

英語組—低班 袁紫凝

     低班 潘煜霖

     高班 陳羨穎

     高班 謝明妡

普通話組—低班 高昕玥

      低班 李穎嵐

      高班 李珺怡

      高班 吳卓翎 

袁紫凝
潘煜霖

謝明妡

高昕玥

李珺怡
李穎嵐

陳羨穎

吳卓翎

11



畢業生心聲

李銘心、林詩雅、文海天

譚浩宏、鄭以謙、陳卓楹、滿恩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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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妡、鍾嘉悠、吳以朗

魏俊哲、關智旭、吳迪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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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奕宸、吳卓翎、李珺怡

馮靖然、陳羨穎、鄭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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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卓軒、薛巧妍、陳志豪

何泰德、彭詩淼、郭可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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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學校資料	 	
校名：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隆亨幼兒學校
校長：羅淑芬		
地址：新界沙田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六樓
電話：2606	7962	
傳真：2606	7760	
電郵：nslh@ywca.org.hk
網頁：https://nslh.ywca.org.hk

大肌肉的發展與協調能力，對幼兒的專注力、坐姿及小肌肉發展有莫大幫助，更是對幼兒的整體學習能力有著顯

著的影響。學校會持續優化體能活動，善用戶外環境，讓幼兒親親大自然之餘，亦從中強化幼兒的運動習慣。擁有健

康活力的體魄，敢於嘗試自己喜歡的事情，也正是孩子成長的動力和快樂的泉源！

另一方面，健康生活將會是學校持續發展的範疇，亦與幼兒的成長息息相關。透過生活教育，這年間幼兒對衛生

的意識都提升不少。常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成為了幼兒在校園生活的一部份。於未來的日子裡，學校會持續發展健

康教育，為幼兒的將來奠下良好基礎。同時，我們更盼望在家校合作的前提下，繼續為培育孩子健康成長而努力！

學校展望

a)	 家長教師會委員

主 席：吳衛成先生（吳禧年、吳晞月家長）

副主席：詹佩茵老師

司 庫：郭芷欣女士（濮展遙家長）、黃豔蘭老師

文 書：李鳳嬌女士（李穎嵐家長）、嚴詠詩老師

總 務：林燕靖女士（古諾霖家長）、王翠珊老師

b)	 夥伴教會

宣道會美田堂

四方福音會隆亨堂

c)	 會外機構

麥嘉雯姑娘（社會福利署中央心理輔導服務臨床心理學家）

李玉儀姑娘（社會福利署中央心理輔助醫療服務課物理治療隊）

陳福強先生（社會福利署中央心理輔助醫療服務課職業治療隊）

吳卓瑜姑娘（保良局言語治療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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