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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學校報告
校長 : 黎嘉賢

體能活動

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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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活動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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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活動 重點創新服務 課程特色

我們學校擁有優美寧靜的校舍環境，不單有室內遊戲室，還有偌大的戶外花園；因此近

年在有策略的自由遊戲課程模式下，善用這美好的條件，安排學生參與混齡體力遊戲活

動。讓四級不同年齡的孩子，自由穿梭校園，選擇自己愛玩的遊戲，友愛和諧地一同玩沙、

玩水、溜滑梯、爬攀登架、繪畫、在創意區用盡自己的力氣搬這搬那，創意無限地與朋

輩合力堆砌出各樣有趣的東西，有時是搖船﹔有時是馬兒﹔有時是小橋…各適其適。

還有，在不同活動區中都分別有英語、普通話和本土語言的老師，學生把所學的不同語

言，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應用出來。我們不是教孩子怎樣，而是引導其可以如何應用﹔ 

這才能達致教育是成就孩子面對未來生活的能力，培養懂「愛、笑著、想著」的學生。

基礎班

學生圖工

小水杯

面譜 聖誕裝飾
花燈

手掌印畫

幼兒班

我的學校

低班

我的家人
圓圓交朋友

聖誕卡

高班

獨特的鈔票

社區

紙杯電話

動物手指偶

臉譜
美味水果籃

我們的笑臉

有趣的人

小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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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家長 /親子活動

9/2019 • 萬眾歡欣賀中秋活動 • 家庭健康教養講座

10/2019 • 九月及十月生日會暨卡通服裝派對樂 • 「如何透過伴讀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講座
•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給孩子一個『讚』
• 親子資源天地

11/2019 • 感恩節分享會
• 故事劇場 -聽不到的聲音 (維他命 A)

• 親子資源天地
•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12/2019 •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探訪活動
• 十一及十二月生日會暨動物生日派對樂
• 大跿鬼兒童故事劇場
• 聖誕慶祝會之聖誕派對

• 親子聖誕慶祝會之奇妙的聖誕村
• 親子資源天地

1/2020 • 「主恩滿載迎福鼠」之齊吃團年飯
•  故事劇場 -大家做得到 (維他命 C)

• 「孩子有責 -建立孩子的責任感」家
•   長工作坊
• 「主恩滿載迎福鼠」之親子模擬年宵
•   活動
•  親子資源天地
•  女青金旗 2020

全年 • 敬拜天父 • 「愛 +閱讀」計劃
• 「家庭健康維他命」親子紀錄冊
•  家長義工隊

全年活動回顧

為擴闊幼兒學習經歷和豐富幼兒生活經驗，並讓家長與孩子共同體驗校園樂趣，本學年學校舉

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供家長及幼兒參與。現詳列如下：

協作之會內單位：家庭健康促進中心、女青昕兒駐校服務、女青悅兒駐校服務

協作之會外機構：香港耀能協會、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聖道弘爵國際學校、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 頒獎機構

7/2020

學業優秀獎
何俐鋒  楊  駱  呂聚涅  梁樂怡  劉雪曦  陳熙朗  
魏子暄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紹邦幼兒學校

品行優秀獎
黎曉恩  吳詠澄  梁如舜  余紫絢  劉若嵐  黃婉嵐  
錢子昀

傑出體能獎 何泓鋒  麥桓藝  劉雪曦  許詩雅  梁  楓 

最具音樂潛能獎 黃映愉  吳瑾瑜  呂津安  黃  樂  劉若嵐  褚柏希

美藝創作獎 葉艾琳  陳瑩熙  黃靖喬  陳康尤  梁倬妮  錢子昀

課業整潔獎
盧  博  楊  駱  梁如舜  李芷晴  馮君怡  連君倫  
黎演聰  李睿哲  黃婉嵐

積極參與獎
林奕希  陳晉霆  呂聚涅  余紫絢  麥繼淳  陳熙朗  
王祉琳

熱心服務獎 湯稀如  黎曉恩  鍾雨桐  施柏賢  施柏樂  吳俊彥

飛躍進步獎
黎子霖  臧思韻  葉芷如  楊鷹次  黎柏言  魏子暘  
宋茵蕎

儀表整潔獎
陳睿信  吳詠澄  陳芊菡  楊  默  戚焱森  梁樂怡  
陳恩圓

最具探索精神獎
李智言  趙俊杰  溫庭軒  梁曦月  李昕彤  湯沚峰  
熊家渝  魏子暄

最佳語言表達獎
謝倚行  張希如  何俐鋒  葉翱翔  陳芷禹  嚴睿曦  
梁希言  丁忻實  何綺蕎

親職教育學院
金鋼鑽獎

吳俊彥家長  何綺蕎家長  黎演聰家長  王祉琳家長  
丁忻實家長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幼兒教育部

親職教育學院
金獎

何俐鋒家長  黎子霖家長  黎曉恩家長  林俊宏家長  
葉翱翔家長  呂聚涅家長  黃  樂家長  李昕彤家長  
梁希言家長  陳芷禹家長  熊家渝家長  呂津安家長  
施柏賢家長  施柏樂家長  麥繼淳家長  余紫絢家長  
嚴睿曦家長  劉若嵐家長  李芷晴家長  馮君怡家長  
何泓鋒家長  梁  楓家長  許詩雅家長

親職教育學院
優異獎

陳睿信家長  張希如家長  謝倚行家長  趙俊杰家長
李智言家長  吳詠澄家長  臧思韻家長  湯稀如家長
陳晉霆家長  黃映愉家長  林奕希家長  楊  駱家長
盧  博家長  梁知喬家長  溫庭軒家長  葉芷如家長
葉艾琳家長  梁如舜家長  吳瑾瑜家長  鍾雨桐家長
陳芊菡家長  梁曦月家長  連君倫家長  麥桓藝家長
黎柏言家長  劉雪曦家長  陳康尤家長  楊  默家長
楊鷹次家長  梁樂怡家長  湯沚峰家長  陳瑩熙家長
戚焱森家長  黃靖喬家長  梁倬妮家長  陳恩圓家長
黃婉嵐家長  陳熙朗家長  褚柏希家長  李睿哲家長
錢子昀家長  魏子暘家長  魏子暄家長  宋茵蕎家長

全年 家長義工隊
陳芊菡家長  葉芷如家長  麥繼淳家長  黃  樂家長
王祉琳家長  梁  楓家長  陳恩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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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9-12/2019 「愛 +閱讀」計劃之家長指導培訓 校長、主任及全校老師

9/2019 家庭健康教養講座 駐校社工  施燕珊姑娘

9/2019 家庭健康維他命簡介會 駐校社工　馮詩煒姑娘

10/2019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給孩子一個『讚』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

促進中心單位主任

施倩俐姑娘

12/2019 HAPPY FINE DAY 家長小組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悅兒駐校服務

馮詩煒姑娘

1/2020
孩子有責 -建立孩子的責任感

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施燕珊姑娘

家長
心聲

時光飛逝 , 轉眼間恩

圓入讀紹邦幼兒學校這個大家庭已

經 4 年了 , 在老師們用愛呵護和教導

下 , 與同學們的互動和相處下 , 慢慢變得

自信開朗 !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教職員和姐

姐的悉心照顧 , 讓小女能在

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中茁壯

成長 !

陳恩圓家長

很感恩哲哲能在紹邦兒

學校裏學習成長，感謝校長、各

位老師、社工及嬸嬸們的細心照顧

及教導，讓哲哲有個健康快樂的幼稚

園生活。

還有很感謝各位小朋友陪同哲哲一

同成長，祝願各小朋友順利踏入

另一個學習階段。

感謝黎校長、老師、嬸

嬸、社工的厚愛、教導及

照顧，特別感恩在這三年

裏遇上很有愛心的班主

任，讓祉琳喜愛上學，渡

過了多姿多彩、快樂的

校園生活。

王祉琳家長

感恩遇見可愛的老師們，

感恩遇見趣緻的同學們，

願老師們桃李滿天下，

願同學們友誼長存。

梁  楓家長

婉嵐在紹邦渡過愉快的

幼稚園生活，我們衷心

感謝校長、每一位老師

及校務姨姨的悉心教導

和照顧。記得在基礎班時，婉嵐每天上學總是很不

安，感謝 Miss Kit 常常聯絡我們講述她的情況。她

對婉嵐的照顧和關懷令她可以很快投入學校生活。最

近打流感針時，婉嵐實在太怕，不斷哭鬧，但吳老師、

馮老師、崔主任和施姑娘不斷安撫和鼓勵她，並耐心

地等待其平伏情緒，我們體會到學校老師及社工對

小朋友的真誠愛護。

婉嵐很快升讀小學了，希望她能適應新的學習環

境，並感謝黎校長、崔主任、吳老師、馮老師、

各位老師、馮姑娘、施姑娘及校務姐姐多年悉

心教導和照顧，令婉嵐在紹邦的幼稚園

生活充滿快樂。

黃婉嵐家長

李睿哲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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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員工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工作坊

教師 幼兒體能遊戲工作坊

校長 /教師 感覺統合工作坊

校長 /教師

如何有效改善幼兒學童在校及

日常生活之執行功能表現工作坊

深水埗區幼兒教師發展日 :當前老師角色與挑戰及

                        從遊戲中學習

校長 /主任 /教師

「愛 +閱讀」計劃培訓

課程組：

1. 英語兒歌及課業指引

2. 英語故事遊戲及課業指引

3. 英語及課程探討

行政組： 新入職教師導向

幼兒教育台灣考察交流團

教師專業發展 -生命的栽培

幼兒體能遊戲及教師專業操守

校長 /主任 /行政助理 審核 DIY

教師

融合組分享會

校本教師分享會 (一 ): 遊戲課程體驗

校本教師分享會 (二 ): 重拾心靈、教具設計進階及保護兒童

                     免受虐工作坊

家長方面



轉眼間已經到了幼稚園畢業，真

是非常不捨校長及各位老師各位

同學！想起來，倬妮在紹邦幼兒

學校有四年時間，當年倬妮還只

是一個小小身軀，行步路都不穩

妥的小娃娃。轉眼到現在，我追

倬妮也覺氣喘呢！我們很幸運，能夠讓她在有愛

有活力的紹邦成長，校長和各位老師很有耐性，

悉心照顧！姨姨們和和藹可親，盡力讓小朋友有

安全衛生環境下開心學習成長！希望倬妮長大後

能夠將這份愛繼續傳遞！

祝各位身體健康！幸福滿滿！

梁倬妮家長

感謝紹邦幼兒學校的校長，老師和校務

姨姨，悉心栽培及關懷，謝謝你們對綺

蕎愛心的照顧及付出，讓她這 4 年間

能夠開心快樂地渡過幼稚園生活！

何綺蕎家長

柏希在紹邦幼兒學校

已 渡 過 了 四 年 的 光

陰，很感恩紹邦的校

長、老師們及校工們

用心栽培栢希，使他

成為一個有愛心及具

有責任感的小孩。

褚柏希家長

我畢業後希望可以在新學校認識好

多好朋友 , 也希望可以與幼稚園的朋友繼

續一起玩耍，更希望可以在小學時更努力學

習 , 學習更多新知識。

陳熙朗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

俊彥紹邦邦幼兒學校的生活

快將結束了！ 還記得由最初入學時，

他只懂牙牙語地表達， 到現在什麼也懂得說了 ; 這些

時光，都見證著孩子的成長歷程。現在快要畢業升小

了，真的有點依依不捨。感謝各位老師、嬸嬸及校長

多年來對小兒悉心照顧、教導和愛護，令他可以在

這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最後，我代表俊彥衷心

祝福每一位永遠幸福、快樂。俊彥會一直想

念你們。謝謝！

吳俊彥家長

感謝天父讓實實可

以在這充滿愛與包容的

學校渡過了人生最重要的

四年。

由喊足兩個月到現在自信、主動和幽

默。實在感激師長、校務姨姨的培育

愛護。耶穌愛您，平安！

丁忻實家長

茵 蕎 是 一 位

比較特別的小女

孩，每天媽媽都

為著她的學習常

常煩惱不已。感

恩遇到黎校長，葉老師，馮老師及吳老

師事事包容、鼓勵和給予意見 ;  還有

社工施姑娘的安慰及幫助。今天她已經

成長和進步了 ! 

在這個疫症期間，茵蕎還會不時想起學

校的有營湯水及飯菜 ! 真心感動，感激

姐姐們的美味愛心餐，把她的偏食問

題都迎刃而解。

宋茵蕎家長

聰仔快將完成幼稚園的

學習里程了 ! 在紹邦校園

這三年的學習路上，感恩

一班非常有愛心的師長，

校工和一群可愛活潑的同

學陪伴一起成長，令聰仔學

會自律，自理，做一個有

禮貌，愛家庭的小孩子。

黎演聰家長

詩雅來自美國，她從

只會說英語，到現在不單

會說流俐的粵語，還懂得寫

很多字句呢 ! 

不單在語言方面有進步，於體能上也有

良好的發展，在田徑場上也拿得總冠

軍 ! 實在感謝紹邦幼兒學校給了

她愛與自信 !

許詩雅家長

一轉眼我家的三個寶貝來到 YWCA

紹邦幼兒學校已經兩年多了。感

謝老師對三個寶的諄諄教誨，感

謝同學們的陪伴和感恩彼此建立

了的友誼。現在終於畢業了，也

引證了我們長大了！ Yeah!

魏子暘、魏子暄、錢子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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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250 份

讓幼兒在輕鬆愉快的情境中透過遊戲及活動掌握知識、態度和技能實最為重要，教師在推

展課程之效能更有如虎添翼之效。通過中外多個研究，音樂不單令人心情愉悅，音樂活動

更可增強幼兒的記憶力、培養其想像力、創造力及促進社交技巧和人際關係等。故於來年

本校致力強化教師學與教之範疇【提昇教師音樂知識領域和技巧，增加兒童學習興趣。】。

另家庭對幼兒來說，有著耳濡目染之重大影響。在本年度停課期間未能如期開展多項親職

教育活動，所以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將延續【增強家長對兒童發展之認識和教養孩

子之技巧，建立和諧家庭，達致家校共同培育幼兒成長之目標。】這兩項學校發展計劃。

鳴謝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 :

羅芷軒女士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 )

李玉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註冊物理治療師 )

林麗芬女士 (社會福利署註冊職業治療師 )

政府部門

何家欣女士 (保良局地區言語治療隊 )

公共機構

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又一村 Y Care 青健坊

女青昕兒駐校服務

女青悅兒駐校服務

本會單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

伙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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