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

學習生活

「閱」讀愈有心計劃

學校報告
校長 : 麥綺筠

外籍老師英語活動「製作聖誕曲奇」

幼兒在幻想角扮演歌手

幼兒探索滾動的距離

幼兒設計學校玻璃門

自由遊戲活動「我的舞台」

低班小食嚐試

我們畢業啦 !
高班自選學習教材活動

基礎班探索雞蛋 基礎班藝術活動 畢業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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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月─向爸爸敬茶表愛意
中國文化月─認識爸媽童年小玩意

幼兒到茶藝館學習品茶

幼兒學習簡單粵劇做手及官話

低班及高班參觀茶藝館

長「芬」享「耆」趣迎新春

祝賀揮春攤位

高班參觀演藝青年
粵劇團「粵劇全接觸」 麥校長向受浸的家長致送禮物

麥校長向受浸的家長送上祝賀 童年小玩意「鬥獸棋」 賀年食品攤位

賀年醒獅表演 新春中國舞表演 聖誕聯歡會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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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攤位遊戲 中秋家家蒙福同樂日

生命栽培─
我的家分享會合唱團表演

幼兒學習吹卡祖笛

拍攝生日照片 長幼音樂團「耆幼表演」

桌遊學社交社工活動 高班參觀中央圖書館
高班與友童行之旅「海洋公園」

專業導師教導吹卡祖笛的技巧
第二十屆畢業生分享會

暑期聖經班

親子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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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大熊貓的特性

親子生日會遊戲



重點活動

本校今年度參加由香港話劇團及香港教育大學聯合

舉辦之「戲有益」深耕計劃，此計劃獲民政事務局

及教育局鼎力支持。

香港話劇團安排了戲劇教育專家到校為教師提供了

為期 12 小時的教師培訓，並到校與教師一同作備

課、觀課及檢討，亦為教師提供示範教學，進一步

加強了教師的教學實踐能力，為學校初步建立了具

戲劇教育元素的校本課程。教師採用了更多元及適

切幼兒學習特質的方法，培養他們在戲劇中的創意

學習，提升幼兒的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和表達能力，

增強自信心，從而建立幼兒的合作精神及人際關係。

計劃將持續至下學年，會在課程中每個主題後加入

藝術週以重點培養幼兒的藝術氣息，亦會為家長提

供講座或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戲劇教學法和幼兒的

學習進程。

重點創新服務 戲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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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今年參加了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

辦，教育局協辦之「關愛校園獎勵計劃」，再一次榮獲關愛

校園榮譽。

本校以校本計劃「家 + 維他命」為基礎，透過各式各樣的活

動持續深化和推動來培育幼兒主動關愛他人的情操。本校把

維他命融入在日常的日程當中和故事內容，讓幼兒在老師所

帶領的延伸討論中，思考如何在學校和家中實踐維他命的元

素，助他們在校以外地方持續展現。除給予幼兒不同的支援

外，本校循從體驗、內化到實踐的步驟，利用日常生活的例

子、實用的技巧以及有趣的親子活動之輔助下帶出活動訊

息，加強家長的理解和運用，如 : 透過「品格小農夫」小冊

子、「給孩子一個『讚』」家長講座及「一切從關係開始」

家長講座暨親子布偶劇場活動為家長提供一個合適的機會，

推動家長主動欣賞和鼓勵子女，提升彼此關愛的精神。同

時，本校亦大力推行「愛 + 閱讀」計劃，旨在培養幼兒閱讀

的興趣和動機的過程中，透過親子伴讀提升親子關係。學校

亦會與不同社區單位合作，一同協辦和推動關愛活動，讓幼

兒在家長的陪同參與下，一同獲得服務他人的經驗，一同感

受關懷他人的喜悅，達至宣揚和建立「關愛」意識之果效。

來年，本校會繼續參與李錦記代代有愛─家庭暖笠笠計劃，

透過多元化的關愛活動和親職教育建立關愛校園，以孕育關

愛文化和營造家庭關愛的氛圍，與家長共同培育下，讓幼兒

得以在健康、正面的環境下成長。

關愛校園

「一切從關係開始」家長講座暨
親子布偶劇場活動

低班到社區中心向長者報佳音

長者日歡樂派對 「孝敬祖父母」

探訪長者同玩樂

場面溫馨感動呢 !

給孩子一個讚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高班報佳音唱歌表演

新生爸媽加油站

高班到社區報佳音
hand bell 表演

5



全年活動回顧

自本年度一月起，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襲而全港學校停課。

疫情肆虐，在這段艱難的時間中，不論是學生、家長、學校行

政人員、老師和庶務員也面對大大小小的適應和轉變。家長每

天為著照顧孩子、工作和經濟而煩惱傷神。行政人員為著課程

和行政工作經常進行會議溝通商討，計劃一改再改，又為著抗

疫物資而四處張羅。感謝神，女青年會收到各界的捐贈，能將

抗疫物資送予學校，更可讓每一個家庭受惠。

學校為著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的，向學生送贈圖書及提供

學習材料，包括：視判樂、親子圖工包和「品格小農夫」小冊

子等，讓幼兒善用在家的時間進行學習和增加親子的互動。而

老師亦用心製作多元化和有趣味的教學短片、網上互動學習、

數概簡報遊戲、體能遊戲、親子小遊戲等等，老師自編自導自

演，更要做幕後製作和剪接，實在是值得嘉許。同時，駐校社

工亦精心設計了「兔子 JOY JOY 的任務」、「反斗遊戲冊」、

「家長也升Lv.」升小學教材套以支援幼兒和家長在家的需要，

以及為幼兒復課和升小學做好準備。此外，老師和駐校社工又

透過電話和電郵了解家長和學生的需要和學習進度，從而提供

適當的協助。

另一方面，庶務員為著校園環境的衛生而整天辛勤清潔，及首

次學習自製成人及兒童口罩，當中亦經歷了不少困難，感恩最

後都能送予學生，並計劃送贈予鄰舍的長者，將主耶穌的大愛

傳予社區。另外，學校亦在這段停課期間進行了一系列修繕工

程，包括：更換地板、洗手間及廚房大型抽氣系統及裝修兒童

洗手間。學校人員上下一心，期望預備一個美好的學習環境迎

接全體復課的日子。

同心抗疫

「綜合課程」網上學習活動

製作兒童及成人布口罩

全校長效抗菌塗層

更換地板工程

更換新天花板

更換抽風系統工程油漆全校門框及牆身

網上互動學習花絮

全新裝修
兒童洗手間

製作宗教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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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家長 /親子活動

全年活動 • 耆幼音樂團
• 火警演習
• 生日會
• 兒童團契、兒童崇拜
• 桌遊學社交、桌遊學社交 (強化篇 )
• 情緒小達人、情緒小達人 (強化篇 )
• 高班情緒社交 get set go
• 一人一花計劃
• 2019/20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
• 小小播音員
• 「健康生活小勇士」獎勵計劃

• 「愛 +閱讀」計劃
• 維他命小冊子
• 舊書回收
• 「陽光笑容新一代」家校護齒活動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 「女青悅兒成長服務」

9-10/2019 • 長幼樂融在中秋
• 高班參觀中央圖書館
• 高班與友童行之旅

• 各級家長會、融合組家長會
• 「如何為子女選擇合適的學校」家長講座
• 第二十屆畢業生分享會
• 「新生爸媽加油站」家長小組
•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給孩子一個『讚』」

11-12/2019 • 低班參觀中央圖書館
• 校內聖誕節活動
• 低班報佳音
• 長幼送暖情
• 長者日歡樂派對
•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 「一切從關係開始」家長講座暨親子布偶　　
劇場活動

• 「愛」同行聖誕節聯歡會暨開放日

1-2/2020 • 中國文化月
• 校內年宵活動
• 長幼樂融在新年
• 「芬」享「耆」趣迎新春
• 高班參觀演藝青年粵劇團 -- 粵劇全接觸
• 低、高班參觀茶藝館
• 港鐵社區畫廊
• 網上教學活動
• 網上崇拜活動
• 「停課抗疫在家活動小冊子」

• 「九型人格與管教」家長小組
• 融合組分享會
• 親子年宵活動

3-4/2020 • 網上「互動生活教育」教學活動
• 網上崇拜活動
• 網上教學活動
• 親子圖工製作
• 品格小農夫
• 「兔子 JOY JOY 的任務遊戲冊」

5-6/2020 • 網上崇拜活動
• 網上教學活動
• 「綜合課程」網上活動
• 親子圖工製作
• 品格小農夫
• 「停課抗疫在家活動小冊子」
• 「兔子 JOY JOY 的任務遊戲冊」
• 高班拍攝畢業相

7-8/2019 • 網上崇拜活動
• 網上教學活動
• 「綜合課程」網上活動
• 親子圖工製作
• 「停課抗疫在家活動小冊子」
• 「兔子 JOY JOY 的任務遊戲冊」
• 網上「升小學無難度」小一銜接工作坊

• 新生家長會
• 「升小無難度」家長工作坊

全校長效抗菌塗層

更換新天花板

更換抽風系統工程

網上互動學習花絮

本年度學校舉辦不同之活動，供學生及家長參加，以豐富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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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9/2019 「愛 +閱讀」計劃培訓 本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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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019 新生爸媽加油站 駐校社工黃詠詩姑娘

11/2019
「一切從關係開始」

家長講座暨親子布偶劇場活動

駐校社工黃詠詩姑娘

社工黃嘉琪姑娘

1/2020 「九型人格與管教」家長小組 駐校社工黃詠詩姑娘

7-8/2020 「升小無難度」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黃詠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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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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教師

「玩出執行功能」工作坊

感覺統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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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及交流
校長 /主任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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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有益」深耕計劃老師培訓

及早識別及保護懷疑受虐兒童老師工作坊

老師減壓工作坊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

敘事遊戲與早前閱讀講座

「幼營喜動校園計劃」體能遊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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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主任 /行政助理 審核 DIY

家長方面



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 頒獎機構

1/2020 單位籌款達標獎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義賣 100% 或以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7/2020 2019 年度關愛校園 2019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輔導教師會合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

育局協辦

對抗疫情疾病的妙法是充滿正能量的健康身心靈。故此，本校

來年參加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推

行一項為期三年之「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計劃。計劃

的目的是為學校和家庭提供體適能支援，倡議有益於幼兒體能

與健康發展的家校活動，以及推動幼兒體適能方面的親職教育。

計劃內容包括：幼師體適能培訓工作坊、親子體適能同樂日、

親子家長講座、親子體適能獎勵計劃。下年度，學校會先觀察

及轉介有需要的學生予學堂由專業人士提供個別的體適能評估

及跟進服務，費用全免。

 

此外，學校亦關注到學齡前兒童蛀牙（或稱早期兒童齲）是兒

童最常見的疾病。有報告指出，大約一半的五歲香港兒童患有

兒童早發性齲齒，而超過九成兒童更未有接受治療。有見及此，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

助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每年牙醫會到校為家

長舉辦口腔健康教育講座及免費為幼兒進行一次簡單的口腔檢

查，檢查後會依據臨床需要提供簡單的氟化銀溶液治療。

但願疫情盡快過去，疫病蔓延的危機得以化解，讓全體學生可

全天復課，參與參觀或大型集體活動，重拾喜樂的校園生活。

求主保守大家在困難中心靈剛強，充滿仁愛的心，靠主滿有信

心和平安，迎接挑戰。

學校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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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我唔想返學呀 ! 

嗚嗚…」歷恩第一天上學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在戴翰芬幼兒學校讀書快兩年了，看著

她一天一天的成長，每每讓我們感動又感觸！這兩年間，歷恩從一個

橫衝直撞、凡事喊呱呱的小妹妹，慢慢成長為一個依然鹵莽但懂得規矩、

依然喊呱呱但勇於嘗試的小女孩，這全賴學校裡每一位的幫助和培育！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是我們

基督徒父母的使命，所以我們從不在意歷恩是否能 " 贏在起跑線 "，是否可成為

小精英，琴棋書畫樣樣皆精；只求她能成為一個正直、有良好品格的人。感恩能

就讀 貴校讓她每天都被神的話語、詩歌和禱告所包圍；感恩能遇到有無比耐性和

充滿著愛的老師，讓她學到不單是課本裡的知識和各樣自理技巧，更學到如何與人

相處、如何面對及克服困難，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重建自信！感謝學校裡每一位的付

出，讓歷恩能學習愛與被愛！ 上星期歷恩對我說 :「我好掛住學校呀 !」孩子由衷

的表述，深信她和我們一樣喜愛這個家！深深祝福學校裡的每一位，願神賜予您

們身、心、靈的健康 ; 亦深深祝福在學校裡讀書的每一位，願孩子們都

能在神的愛中健康快樂地成長！

長
心聲

何歷恩家長

時光荏苒，轉眼三年幼稚園生活即將結束，心中百般不捨。

還記得三年前，一個懵懂的小女孩帶著不安與徬徨踏進校門，仿佛發生

在昨日一般三年的幼稚園學習，小女孩長大了，她變得懂事有禮、勤奮

好學、積極樂觀，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我堅信未來她會勇敢面對人生

的各種挑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校長、主任、班任老師及所有教職員工

日復一日的耐心教導和細心呵護！

學校常常會組織外出活動，很慶幸家長可以擔任義工，讓我們看到小朋友們之間

的日常相處，他們會讚賞對方、會互相關心、會給對方加油打氣、也會相互擁抱，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像兄弟姊妹般的團結友愛！

幼兒學校生活已經踏入尾聲，縱然心中難過不捨，但還是要說“再見”…希望戴

翰芬幼兒學校越來越好，希望全校教職員工作、生活順利，希望親愛的小夥伴們

在未來的學習生活中開心快樂，笑著迎接每一天的太陽！

李早兒家長

好開心在去九月參加「愛＋閱

讀」計劃，讓我上了寶貴的一

課。按照伴讀步驟，我學曉從

選書及先看封面開始，接著說

指導語，看圖畫時利用六何法

提問，稍停頓讓孩子猜估及更正，更重要的一點是

給予孩子多點讚賞及鼓勵，同時和他一起指著字詞

慢慢讀下去，最後簡單討論。現在儁儁在家裡，會

主動取書要我和他一起閱讀，他比以前有自信讀出

更多的字。

感激許主任及每位老師付出時間作個別指導，從

旁協助，傳授很多伴讀技巧給家長。

李嶧儁家長

轉眼間，在這個家已經四年了，

由基礎班至今快要畢業了，回想校園的點滴

心裡充滿了感恩和感謝！

皓澄是個內向沒自信的孩子，寶貴在這些年裡，老師

給了她很多的關愛、鼓勵、支持和機會，使她能在愛

中漸漸成長建立自信，看到皓澄的改變和進步實在是很

感動。

離別在即依依不捨，衷心感謝校長、主任、以及各位

教職員的默默付出和愛心，造就這朵園中的小花能

健康愉快地成長，讓她有個快樂的童年和回憶。

劉皓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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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蓁蓁在戴翰芬幼兒

學校就讀！蓁蓁 2019 年 8月開始就讀基礎班。

還記得蓁蓁第一日返學時，校服闊鬆的，我們和蓁蓁

一同跑過正門前面的路，不經不覺已過了一年。

蓁蓁是一個有主見及堅持的小孩。剛剛上學時，難免跟同學些

衝突。經過老師悉心的開解及關懷後，蓁蓁已漸漸在不同情況下

懂得讓步！

雖然今個學年因不同原因而減短，但回想也有不少令蓁蓁和我們

難忘的活動，例如 : 聖誕節表演活動、生日會等。當中蓁蓁十分

享受！

在此感謝學校所有人對蓁蓁的愛護及教導，衷心期盼可以盡

快恢復正常上課生活！進入新學年，希望蓁蓁在愛中成

長，開心上課，吸收更多新知識！

林蔚蓁家長

很高興凱欣可以加入這個大

家庭，凱欣的性格比較慢熱

及內向，但當她適應後，她

每天在回家途中都會很開心

地與我分享她在學校的趣

事，例如：做了什麼事，期

待老師幫她紮頭髮等等。而

令我覺得驚訝的是，她對美術勞作產生了很大的

興趣，有一次她在校因時間不足，未能完成美勞

作品而感到失望，並期待著第二天回校再完成。

另外，自從她上學後，認識她的人都稱讚她比以

前有禮貌，我真的很感恩及感謝老師們的付出愛

心及耐性，令到凱欣有改變及進步。

秦凱欣家長

不經不覺建翔快將升讀高班了，

日後便要開始忙於升小學的準備，回想起由基

礎班到現在，時間過得真的很快。感謝校長及老師們

的用心教導和不同形式的活動，帶領我們和孩子們快樂地

一同成長。

在眾多的親子活動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參加了學校的

「愛 + 閱讀」計劃，當第一次到學校參與親子伴讀時，我只懂

將故事書說給建翔聽便完結，但經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令我明

白在閱讀的過程中應給與孩子鼓勵同欣賞，令他們慢慢地建立

起自信和興趣感，也因此，我們一起慢慢地改變，之後每次

到校園伴讀時，我都可看到建翔充滿期待的眼神，滿心歡

喜地對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一起探討同認識故事中

的文字和理解，漸漸地閱讀變成了我們最好的

親子活動。

黃建翔家長

轉眼間，子喬由剛入學幼兒班，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個學年。還記得當初

選擇報讀戴翰芬幼兒學校，源於家人 20 年前正正就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當年家人充分感受到

老師們的關懷和愛心。而這份充滿溫暖、關顧的環境亦長久不變，至今仍在不少街坊舊生口中傳誦，亦加強了

我們對學校的信心。由於子喬自出生以來都很被動，很需要安全感，面對開始他要適應新校園生活的重大改變，

我與子喬爸爸都認為戴翰芬幼兒學校的老師們必會以愛心、耐心和諒解幫助子喬面對挑戰。

讓子喬在滿滿的愛中成長，讓他建立自信，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培養主動學習能力，是作為家長的我為子喬揀

選幼兒學校的重點。在上學短短的五個月裡，看到子喬不斷的成長。由起初哭著上學，午睡時難以入睡，到慢慢

培養出自立的習慣，開始主動幫忙收拾，開始戒用尿布，開始遵守規律，開始獨立思考，甚至提出個人意見。

子喬放學後仍不時提及老師，充分體現學生們深深感受到老師的親切和關愛。老師們雖然工作忙碌，亦不時跟

家長們溝通，令家長更了解小朋友在學校的有趣逸事。雖然幼兒班的學生下學期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不能到校

上學，老師們努力為學生們安排教學之餘亦不忘著小朋友們分享感受，還教導小朋友不論環境順逆也要心

存感激，欣賞別人。子喬雖然慢熱被動，但我切實感受到他在這種氛圍底下慢慢學懂關心和愛護別人。

期待來年繼續看到子喬成長為我們帶來的驚喜。在此感謝戴翰芬幼兒學校校長、老師、嬸嬸們

對子喬的照顧。

戴子喬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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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海報

鳴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導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 幼兒喜動校園計劃秘書處 香港中央圖書館

中西區區議會資助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眾拓展辦事處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300 份

政府部門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會員事工部

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內部審核部  

本會單位

顏奇香茶莊

采日有限公司

陳諾醫生

企業

家長教師會委員

家長委員： 袁珮芝女士、李沛恩女士、肖碧賢女士、蔡綺玲女士、
陳嘉儀女士、文海桐女士、方翠芝女士、何振泓先生

老師委員： 許    欣主任、楊少萍老師、朱子欣老師、黃詠詩姑娘

顧　　問： 麥綺筠校長

基督教香港潮人生命堂

教會

聖公會基恩小學

學校

香港話劇團

香港婦女基金會何郭佩珍耆康中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18 區幼稚園校長會

社團

傳道人在校進行兒童團契

聖公會基恩小學李文傑校長

到校分享選校講座

親子生日會籌委 戴翰芬醫生親友到訪參觀

謝校董頒發獎項

港鐵社區畫廊藝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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