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生活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已到學期終結的時

候。感謝天父的帶領和保守、家長們的支持和付

出，還有各位教職員的同心協力，為幼兒共建美

好的學習環境。讓幼兒在充滿愛的環境下獲得成

長的支持及信任，培育他們德、智、體、群、美、

靈各方面的成長。

學校在本年度安排了不同形式的活動提升幼

兒的學習興趣，並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現在，

讓我們一起分享幼兒在校園成長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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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鳴

謝

家長教師會委員：

	 鍾詠恩女士	 劉家輝先生	 郭芷欣女士	

	 馮智華女士	 關綺霞女士

教會 :

	 黃惠珍牧師 (國際四方福音會隆亨堂 )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 :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恩平 )小學

政府部門 :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交通部道路安全組	 漁農自然護理署

會外機構 :

	 蘇漢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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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中央心輔助醫療服務課職業治療隊)

	 何家欣姑娘 (保良局言語治療服務團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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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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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 創新服務

學校秉承「遊戲中學習」的精神，設
計多元化的學習區角活動。幼兒於區
角學習時間主動參與其中的遊戲，讓
學習更添樂趣！

區角學習

家長是幼兒成長的最佳伙夥，透過家長導
師活動邀請家長來到學校擔任導師，帶領
和協助活動的推行，實在感謝各位家長的
無私付出！當然，每次活動最大的得益就
是我們一班充滿期待的小朋友吧！

家長導師

我們相信幼兒是天生的探索者，只要在態度開
放、賦予支持及富有合適刺激的環境下，幼兒
便會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本年度學校以「愛生
活‧愛探索」主題為幼兒的課程增加了各式

愛探索
愛生活

各樣的生活探索元素，讓幼兒的學習添

上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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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8	 •	 中秋賞花燈活動		 •	 中秋慶祝會

	 10/2018	 •	 9、10 月份生日會	 •	 開始親子閱讀計劃

		 	 •	 參觀陽光笑容 (高班 )	 •	 開始「一人一花」活動

	 	 •	 愛護郊野公園講座 (高班及低班 )

	 11/2018	 •	 參觀科學館 (高班 )	 •	 秋季親子旅行

	 	 •	 「童真基地‧防火宣傳」話劇	 •	 高班課堂體驗日

	 	 	 ( 高班及低班 )		 •	 低班課堂體驗日

	 	 	 	 	 •	 「小腳板聖誕關愛社區」活動

 ➢	 	 	 	 •	 親子乘搭巴士體驗活動 (低班 )

 ➢	 	 	 	 •	 我的志願花生 SHOW( 低班 )

 ➢	 	 	 	 •	 開始健康生活小勇士活動	

	 12/2018	 •	 11、12 月份生日會	 •	 禧年恩平小學表演 (高班 )

	 	 •	 火鍋活動 (高班 )	 •	 親子聖誕攤位遊戲

	 	 	 	 	 •	 「歡歡通通一起玩」親子活動

	 1/2019	 •	 愛心捐衣活動 (高班及幼兒班 )	 •	 「金豬獻瑞迎新春」攤位遊戲

 ➢	 	 	 	 •	 親子新春吊飾

	 2/2019	 •	 1、2 月份生日會	 •	 幼兒班課堂體驗日

 ➢	 •	 「歡歡喜喜賀新春」元宵活動	 •	 「正面管教」親子小組

 ➢	 •	 沙田崇真中學義工活動 (高班 )	 	 ( 幼兒班及基礎班 )

 ➢	 •	 參觀超級市場 (高班 )

	 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3/2019	 •	 「勿餵野生動物」宣傳小行動 (高班 )	 •	 基礎班課堂體驗日

 ➢	 •	 參觀「瀕危物種資源中心」(高班 )	 •	 「親子溝通有妙法」工作坊

 ➢	 •	 參觀「嶺南之風」(高班 )	 •	 開始家長導師活動

 ➢	 •	 小狗探訪校園活動	

	 4/2019	 •	 3、4 月份生日會	 •	 認識「認知障礙症」親子活動

 ➢	 •	 開心「果」日派對	 •	 復活節合家歡慶展才華

 ➢	 •	 「關愛社區送熱飲」活動 (高班 )

 ➢	 •	 參觀郵局 (幼兒班 )

	 5/2019	 •	 探訪區議員 (低班 )	 •	 「愛 +閱讀計劃」(第一組 )

	 ➢	 	 	 	 •	 「幫助我們的人」話劇 (幼兒班 )

	 6/2019	 •	 5、6 月份生日會	 •	 親子小手工 (基礎班 )

		 	 •	 	「我是盡責小主人」講座 (幼兒班 )

	 ➢	 •	 幼稚園巡迴故事活動 (高班 )	

	 7/2019	 •	 參觀中央圖書館 (高班 )	 •	 「愛 +閱讀計劃」(第二組 )

	 8/2019	 •	 7、8 月份生日會	 •	 畢業旅行 (高班 )

	 	 •	 「創造力量童幻想」教育活動 (高班 )	 •	 參觀「兒童探索探物館」(低班 )

	 	 •	 滴露防感染講座

	 ➢	 •	 道路安全講座 (幼兒班及低班 )

全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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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內容

區角設計元素分享會

處理懷疑虐兒個案分享會

寫前訓練工作坊

音樂培訓 -認識設計多元化音樂活動工作坊

家庭健康維他命工作坊

高效能教學工作坊

發聲技巧訓練工作坊

新入職教師導向會

校園突發事情的事後處理工作坊

食物安全中心業界講座

幼兒固執行為講座

幼兒突爆情緒的急‧智‧行專題講座

愛 +閱讀英語培訓

照顧幼兒學習多樣性課程

童言有技語言訓練

「愛 +閱讀」計劃

表達藝術治療培訓課程

1. 教與學的啟示

2. 參觀本部安定幼兒學校

			- 自選活動中的遊戲與學習

3. 參觀本部戴翰芬幼兒學校 -

			- 藝術體驗活動

情緒管理與學校關係

培訓

員

工

方

面

日期

9/2018

10/2018

11/2018

1/2019

5/2019

7/2019

講座

融合組家長會

小一入學簡介會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管教基本法」

幼兒握筆及書寫發展講座

小學統一派位家長講座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點亮孩子‧成就未來」

新生家長會

講者

臨床心理學家	蘇漢基先生

羅淑芬校長

吳淑華女士

職業治療師	陳福強先生

羅淑芬校長

陳陳詩穎女士

羅淑芬校長

家

長

方

面

培訓形式

分享會

工作坊

講解會

培訓及交流

培訓對象

校長 /主任 /教師

主任 /教師 /庶務員

教師

校長 /主任 /教師

教師

校長 /主任

庶務員

老師

主任 /老師

老師

課程組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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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展望
新學年快要展開，學校以提供優質幼兒

教育為本，致力營造一個充滿愛和愉快經驗
的學習環境。學校持續進行改革，以幼兒的
發展和興趣為依據，繼續打造理想的區角學
習環境，增添幼兒與成人、同儕及環境間的
互動元素，讓幼兒從遊戲學習中增潤知識及
各方面的發展。

幼兒對每天的學習生活都充滿期待，喜
愛親手操弄及以第一身形式學習。學校會持
續發展課程中的探索元素，讓幼兒享受「從
做中學」的樂趣，並加強當中自由探索的元
素，讓幼兒喜愛學習生活，達至全人發展。

家長活動

兒童關顧

兒童表現

學校課程

家長溝通
45%

50%

54%

56%

41%

53%

48%

40%

40%

51%

2%

2%

6%

4%

8%
家長活動

兒童關顧

兒童表現

學校課程

家長溝通

三十五周年校慶親子填色大賽

冠 軍

2018「和諧家庭」親子填色比賽

銀 獎

張筱盈

陳承熙

頒獎機構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頒獎機構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 (恩平 )小學

日期 :	20/1/2019

日期 :	5/12/2018

得獎紀錄

家長問卷回饋

十分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中立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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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讓嵐嵐在這個充滿愛的環境上學。

嵐嵐是個觀察型的小朋友，縱然是慢熱一點，但很快
便可以融入校園生活，可見是老師們愛心帶領的果效。

拖著嵐嵐的小手上學時，她會一邊唱著老師教的歌，
一邊搖曳著小手打拍子，有時她會面帶笑容跟我說：「媽媽，
返學真係好開心呀！」在家裡她還充當小老師給我們講故
事及教唱歌，看著嵐嵐一天一天的成長，我們心存感恩。

感謝校長、主任及老師們滿有愛心的帶領和教導，讓
嵐嵐在學校享受愉快的學習生活並健康快樂地成長。

希如已在隆亨幼兒學校學習了約一年時間，這一年來
她在學校開心愉快地成長，真的有賴各位老師的悉心栽
培！這是一間充滿「愛與關懷」的學校，不論校長和每位
老師都是充滿耐性和愛心照顧每一位小朋友。每天早上在
校門看見校長和老師歡迎小朋友上學，而且每位都能讀出
各個小朋友的名字，這正正看到她們的專業和用心教導小
朋友。

此外，學校亦有很多親子活動邀請家長參與，讓家長
更了解小朋友上學情況。很欣賞學校的安排，多謝校長、
各老師和職員的付出，願大家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你們好！非常感恩詩雅能夠加入隆亨幼兒學校
這個大家庭。轉眼間小女兒入學到現在已差不多有
十個月了，在這段時間裏，小女兒從最初的那個愛
哭鬧、不懂事的小孩變成一個會關心他人，喜歡上
學、喜歡和老師及同學們一起聊天玩耍、分享事物
的小朋友。她每天放學後回到家中會主動完成功課，
還會跟爸爸媽媽分享在學校的點點滴滴；有時也會
幫忙做家庭。

小女兒能有這麼大的變化全賴學校羅校長和各
位老師的耐心教導和無私的關愛、包容及幫助。在
這裏真誠的謝謝你們的付出，是你們讓她喜歡上學，
喜歡上隆亨幼兒學校。

基礎班	李穎嵐家長

基礎班	張希如家長 幼兒班	林詩雅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回想當初，一直非常擔心，瑋廷能否適應全日班的校園
生活？但這些疑慮很快地隨着他入讀而消去。感激隆亨幼兒學校各職工悉心
及耐心的教導，令他很快便適應了校園生活。

常言道：「三歲定八十。」由此可見，三歲的幼兒成長足以影響孩子一生。
我們深信幼兒的品格需要自小培養，感謝各位老師的耐心培育。透過家校合
作，在過往一年時間，看見瑋廷的進步，由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男孩，學
懂禮讓、分享以及關愛家人。

每天放學回家後，他都非常主動與我們分享在校內的點滴，例如他
會告訴我今天玩過什麼、分享同學間的對話、那些小朋友生病、缺席
等等。

還有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會主動拿功課來做及看從學校借閱
的圖書，也常常唱校內學過的兒歌。他尤其喜愛在遊戲時扮演老師，
模仿老師的教學情況，要我們跟隨他唸書，種種表現反映瑋廷愛上學，
愛上學習。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的付出及教導，讓小兒能在充滿愛的環境
中茁壯成長。

幼兒班	蕭瑋廷家長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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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濮仔入讀幼兒班開始，學習自己換鞋、戒尿片，到認識
不同的好朋友、很有耐性及疼愛他的校長、老師及工友姐姐，
濮仔每日都很喜歡上學。他放學回來會主動分享學校的趣事，
例如玩新增設的 LEGO 牆及其他生活上會接觸的外遊活動。當他
和同學們一同參加學校的外遊活動後，他都會同我分享遇到的
趣事及學識的新知識。學校除了培養他 "自己的事自己做 "之
外，亦教導他學習解難的方法，而不是單單找家人幫忙。

今年弟弟入讀 N班，兩兄弟在學校裏有很多一起活動的時
間。雖然他們的性格不同，但是學校的配套、校長老師們對他
們的關愛，讓他們都可以獨立地發展，培養不同的興趣。當中
感謝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讓孩子們可以開心地渡過愉快的幼稚
園生活，讓他們可以由校園生活及親子活動中學到不同的技能，
愉快地學習。

高班	濮展翔、基礎班	
濮展遙	家長

仲軒不經不覺已經畢業啦！好
多謝隆亨幼兒學校的校長和老師
們，多謝他們的耐心教導，使仲軒
過左 4年愉快的幼稚園生活。現在
畢業了，我相信仲軒在幼稚園所學
到的，將會在他的人生中有所得
著。「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
言	22:6

高班	吳仲軒家長低班	陳溢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巧淇在隆亨幼兒學校渡過了 3年
的時光，在老師悉心的教導下，不單學懂了各樣的知識和技能，
更學懂了知錯後願意道歉、明白誠實的重要。

亦很感恩弟弟煜霖也可以在貴校上學，看見兩個小孩每天
都開心大踏步地自己進入課室，愉快地生活及學習。作為父母
都感到十分欣慰和感恩﹗	

學校有很多校內活動，如生日會、家長觀課、豬年賀歲、
復活節表演、我的志願花生 Show...，還有課外的親子旅行、
聖誕報佳音、參觀郵局 ...。十分開心我的孩子很適應，一幅
幅難忘的片段，都成為了我和孩子們心中最寶貴的回憶。	

在此 ,	我衷心的感謝羅校長、魏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嬸
嬸，都對每一位學生付上關懷和耐性。謝謝您們！

低班	潘巧淇、基礎班	潘煜霖家長

回想溢溢剛上學時每天早上都十分狼狽，隨著日
子一天天過去，溢溢從哭鬧著上學到現在能愉快地牽
著我回到學校。

現在每天放學，他也急不及待告訴我各種不同的
新發現、細蘋果的種類、每天他在學校所作的服務➢
如數家珍。

以上實在要感謝羅校長、各位老師和姐姐的愛、
接納和包容，校長早上在校門親切的迎接學生，老師
和家長密切的溝通，姐姐細心的照顧，並且學校對教
學課程的用心編排，讓溢溢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知識
並學懂感恩。

感謝天父帶領溢溢來到這個充滿愛和教學熱誠的
學校！

家長心聲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家長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