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學習生活   

遊戲學習好開始．均衡發展樂成長 
                                                                                     

     「玩」是孩子的權利，「愛玩」是他們的天性，「懂玩」是他們的天賦。 

      本校一直推行「兒童為本」的課程，「遊戲」正是促進幼兒的學習和發展的重要元素。遊戲能        

  幫助幼兒認識四周環境事物，體驗與人合作和分享的樂趣。合適的遊戲不單有助幼兒抒發情緒，   

  給予他們愉快的經歷，更可以發展幼兒的體能、認知、社交能力、創作力和思維能力。 

      讓幼兒愛上學習，必先給他們遊戲。那就讓我們一起與孩子一起玩，一起經歷成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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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創新服務   

  童樂日．同樂同享   
                                                                                     

      我們深知「玩」對幼兒的重要。透過「玩」，幼兒的潛能及能力得以開拓及發展。今個學年，        

     學校將星期二定為「童樂日」，這天沒有安排課業及結構性的課程，學校的空間劃分成不同活動區，

當中更是發揮本校的混齡特色，讓不同級別幼兒一起共樂玩耍，互相模仿及學習，建立更緊密的

伙伴關係。幼兒會按著自己的興趣，拿著遊戲紙遊走不同活動區盡情「玩」。現在，幼兒們最期待

就是星期二的來臨呢! 

 

 

 

 

 

 

 

 

 

 

  

 

 

 

 

 

最受幼兒歡迎當然是大肌肉場地的「玩

樂區」，他們可以一起裝扮、建設堡壘、疊

砌積木、閱讀繪本，更可以自行設計遊

戲......。我們不時加添開放性及多元化物

料，讓幼兒的創作及想像空間更大，當中確

實有不少驚喜的發現。 

「棋藝活動」也是幼兒愛玩的活動之

一。透過不同類型的桌上遊戲， 幼兒學

習面對贏與輸外，也是提升手眼協調、動

動腦的好機會。家長義工隊成員也定期到

校與眾同樂，享受樂趣呢！ 

為讓幼兒有足夠空間進行一些較大型

的體力遊戲，本學年我們每月設定一天為

「操場跳豆」活動，讓幼兒到地下操場跑

跑步、玩玩球，還一起走紙皮迷宮尋寶呢﹗

看，幼兒們真的活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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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年活動回顧 

本校一直以「平衡發展身心美」的理念，為幼兒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幼兒有均衡的發展

及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7  區內小學校園體驗日  參觀區內小學 

10/2017 
 中秋節慶祝會 

 低班社區遊活動(輕鐵車站) 

 中秋節賞燈晚會 

 中秋「一人一謎語」活動 

11/2017  小人兒劇場之 "信信"愛回家 

 幼兒班「遊公園」及「模擬野餐」

活動 

 高班參觀「屯門公園爬蟲館」及 

內戶外考察「雀鳥探知」活動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堂中學      

義工到校服務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 

家長工作坊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7 

 

 

12/2017  低、高班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基礎班「親親家人上茶樓」活動 

 低班參觀「屯門置樂橋」活動 

 幼兒班「戶外天氣體驗」及「吃火鍋」

活動 

 幼兒聖誕慶祝會 

 親親大自然--親子旅行 

 「聖誕感恩崇拜」暨「親子聖誕慶祝

會」 

1/2018   1.13女青賣旗日 

 基礎班「親子健康小食會」 

3/2018  基礎班「樂遊公園」活動 

 綠田園基金「一粒可持續咖啡豆」 

 宣明會「小水點聽見了」教育講座 

 復活節福音活動 

 "力力"快樂跨難教室 

 高班家長觀課活動 

 幼兒班親子學習活動-參觀嘉道理農

場 

 「快樂跨難」親子小組 

 

4/2018  低班參觀郵政局 

 高班「升小一模擬面試」活動 

 小人兒劇場之 "力力"的百寶袋 

 高班「超級市場購物樂」活動 

 「箱」中有樂親子運動會 

 「開心『果』月」計劃 

 低班家長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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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高、低班欣賞明日劇場《七彩夜派對》 

 我最喜愛的水果選舉及水果大派對 

 低班「綠色購物樂」活動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堂中學      

義工到校服務 

 低、高班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

天文館」 

 基礎班「小小購物員」及「來看車」

活動 

 小人兒劇場之 "承承"是個好幫手 

 各級「親親家人懇親會」 

 幼兒班家長觀課 

 「自己的事自己做」好孩子獎勵計劃 

6/2018  端午節活動 

 Y.E.S.義工到校服務 

 基礎班學習分享會 

 幼兒教育部 2017-2018年度 

聯合畢業典禮 

7/2018   結業禮 

8/2018  「童」來展才藝 

 探索活動--電車 

 低、高班電車遊 

 天台玩水活動 

 暑期聖經班 

 

9/2017- 

8/2018 

(恆常活動) 

 生日會 (共 11次) 

 陽小天使計劃 

 繪本花園及「『悅』繪本小讀者」計

劃 

 「愛+閱讀」計劃 

 「月」來「越」有趣-幼兒生活分享冊 

 「家」+維他命小冊子 

 「我們這一家」活動紀錄冊 

 「生命教育繪本活動-與祢童行」 

 親子活動紀錄冊 

 親子小組(共四次)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女青

悅兒成長服務」 

協作之會內單位/會外機構：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協作之會內單位/會外機構：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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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計劃 頒獎機構 

11/2017 

2017全港幼兒英文歌唱

比賽 

屯門區選拔賽 

優異獎 

陳利恩、張皓嘉、周芷萁、

霍巧怡、符上仁、林穎瑤、

勞哲睿、冼文恩、黃翊津、

袁浩軒、陳思雅、陳愷姸、

蔡泳桐、郭子瑤、郭煒泰、

藍珮淳、黃子傑、胡梓然、

陳玥堯、譚博文、梁子豪、

劉約恆 

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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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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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入職教師導向 

培訓及交流 

校長/教師 17/18學年專業發展交流團 

校長/主任/教師/ 

文職同工/庶務員 
17/18學年同工培訓日 

校長/主任/教師 

「愛+閱讀」計劃 

課程組： 

1. 參觀本部長青兒學校 -探討兒童

體能發展計劃的學習策略及特色 

2. 參觀本部信望兒學校－探討戲劇

教育的特色及發展 

行政組： 

1. 尋找培訓內容 –完善女青幼兒

教育品牌 

2. 平等機會在校園 

3. 學校質素評核準備及分享 

處理虐待兒童個案 

培訓 校長/主任/教師 
2017/18學年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推動從自由遊戲中學習」 

培訓 校長 促進情緒社交能力--家庭和學校的實踐 

培訓 教師 黃金學前：支援有潛在讀寫障礙風險的學前兒童 

培訓 校長/主任/教師 照顧學習差異--提升課堂參與 

培訓 校長/教師 司儀培訓工作坊 

講座 校長/主任/教師 《教出好孩子：幼兒德育教材》簡介會 

講座 校長/主任/教師 促進學校自我評估《表現指標(幼稚園)》簡介會 

講座 教師 香港幼稚園學童焦慮現況剖析及處理學童焦慮策略

專業講座 

講座 校長/主任/教師 2017/18學年幼稚園校本支援服務年終經驗分享會 

講座 校長/主任 幼稚園教育計劃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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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9/2017 

「愛+閱讀」計劃簡介會 關綺雯校長 及 王靜文主任 

各級家長會 關綺雯校長 及 各班老師 

升小一入學簡介會 關綺雯校長 及 畢業生家長 

家庭健康維他命講座 駐校社工  陳昀昕姑娘 

10/2017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家有生氣小恐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幼兒教育部顧問 

 翁善強先生 

10-11/2017 「童」遊繪本世界家長活動 聖雅各福群會方舟生命教育館導師 

11/2017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陳昀昕姑娘 

1/2018 高班「小一選校座談會」 
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社工 

周偉基先生 

4,6,8/2018 大讀者‧『悅』書會 關綺雯校長 及 王靜文主任 

5/2018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孩子脾氣解碼」 

資深執業家庭治療師 

屈偉豪先生 

5/2018 高班「模擬面試」分享會 
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社工 

周偉基先生 

7/2018 低班「迎接升小一家長分享會」 
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社工 

周偉基先生 

8/2018 「樂在繪本」家長講座 聖雅各福群會方舟生命教育館導師 

9/2017 

- 

8/2018 

家長義工隊聚會共五次聚會 

迎新聚會、桌遊體驗、賀年手作、 

輕鬆樂「油油」、義工服務回顧 

關綺雯校長 

王靜文主任 

蔡朗昕老師 

駐校社工  陳昀昕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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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家長回饋  

本校於本年度派發家長問卷，回收家長的寶貴意見實為促進學校向前發展的動力，感謝家長

一如往昔，給予本校優秀的評價，並於問卷各項填寫「十分同意/同意」平均逾 98%，這顯示家長

十分認同學校的表現及發展，彼此成為緊密合作的良好伙伴，互相支持和鼓勵，本校同工深表謝

意，定必繼續努力！本著基督之精神，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優質教育中成長。 

 

 

 

 

 

 

 

 

 

 

 

 

 

 

 

(6) 

兒童表現 

 

兒童關顧 

家長活動  

家校溝通 

  

學校課程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100 %  

十分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適用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100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9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8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100 % 

P.8/16 



 

(七)迴響 

       

  

 

 

 

 

 

 

 

 

 

 

 

 

 

 

 

 

 

(6)     基礎班 許倩婧家長 

    感謝所有教職員和嬸嬸的關愛、照顧和教導，倩婧很快便  

適應校園生活。倩婧最喜歡上學，常常在家中模仿老師說故事

和哼着學校學到的歌謠。學校安排的活動，如逛超市、醫生護

士角色扮演等，都豐富了倩婧的生活體驗，讓她從遊戲中學習。

在愉快和充滿愛的環境中，這一年，倩婧的自理能力、責任感、

自信心和溝通能力都有很大的進步。在此，我們想感謝關校長，

老師和嬸嬸們的愛心，細心和耐心，並感謝與倩婧一起學習和

成長的同學們。 

 

    基礎班 周雪瑩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真是過得很快，瞬間我的兩位

孩子將會升上 K1和 K2了。回想這兩年裡，我十分感謝學校給

孩子們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 

    很欣賞學校近年以遊戲方式作教學。老師們用心設計的教

具，令孩子除了在課本上得到知識外，同時在實踐上愉快學習，

妳們真是功不可沒！眼見孩子一天天成長進步，我作為家長也

感到欣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把孩子培養成材並非一

件容易的事，需要老師與家長悉心教育和攜手合作，讓我們的

愛幫助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此，謹讓我再次感謝校長、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和照顧。

我還要在這裡跟各位說一聲「謝謝你們，辛苦了」。 

    幼兒班 莫柏澧家長 

    首先在此感謝學校全體工作人員對學生及家長所付出的努

力，令小朋友可以在愉快的環境及氣氛中學習。女兒殷潼雖然

已從安幼畢業一年了，但還常常嚷著想回安幼上學，可見學校

對殷潼來說是一個愉快溫暖的地方。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兩姐

弟都能在學校學習到良好品德及自理能力，當中的混齡活動更

提供機會讓他們學習怎樣與別人相處，可見學校用心設計的活

動，不單只學習知識，還教導小朋友怎樣學習「生活」。 

    老師常主動跟家長溝通學生在校情況，令我們互相協調配

合，發揮了家校合作的精神。另外在參加學校的家長義工小組

的同時，令我認識到不同班級家長，增加彼此溝通，知道大家

也願意悉心培育小朋友、有禮且樂意互相幫忙。希望學校及家

長們繼續努力，發揚學校「做中學，學中樂」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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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班 賴晉琛家長 

    感恩晉琛能夠在兩歲半時加入安定幼兒學校這個大家庭。 

入學不久他已經喜愛上學，回到家裡就會唱著學校教的兒歌、 

笑咪咪地數著校園的每一個人物。他也愛上閱讀繪本，每晚 

睡前都會靜靜讀完一本又一本。 

    學校生活讓他學會了欣賞，由「拍拍欣賞你、拍拍多謝 

你」，到今日他遇著值得欣賞的事都會讚揚地說：「咁都幾 

好噃！」 

    校園裡充滿關懷的氛圍讓他學會了關心，讓他學懂問候 

家人「你今日返工過得好唔好？」、家人生病及疲倦時又會 

送上按摩。 

    他得著了自信，他會勇敢地向同學介紹晴雨表、踏上台板參與結業禮表演、喜孜孜地說他做了大哥

哥幫助基礎班，夢想可以快快升低班做「陽光小天使」。得著自信和安全感的孩子，就會勇敢探索環境，

家長觀課時喜見他能自主學習，有板有眼地分配分組時間的活動，樂於探索學習。 

    他最喜愛「童樂日」，每次都會開懷地向爸媽報告他在「童樂日」如何自主地參與了哪些自由遊戲

活動，自由遊戲讓他的創意多了。 

    還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最後多謝學校讓晉琛可以在一個愉快的環境學習愛、品德和知識。 

                                         幼兒班 林曉信家長 

                                         我最欣賞學校就是致力推動繪本閱讀，當我放工回           

                                     家後，和兒子相處並不是花時間在功課上，而是跟他一同看 

                                     繪本故事，當他在學校借了繪本，便會急不及待嚷著跟他一 

                                     起閱讀，每本繪本看五六次也不夠，能夠從小養成閱讀的習 

                                     慣，是對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與此同時，也令我對繪本   

                                     閱讀產生興趣，學校在下學期招募「大讀者『悅』書會」會 

                                     員時，我開初掙扎是否參與，因為我是需要請假才可出席聚 

                                     會，最後我因著想認識繪本更多，所以我做了會員。我很高 

                                     興我能夠成為會員，在聚會中，校長、主任和其他家長分享 

                                     他們喜愛的繪本，這也豐富了我對繪本的認識，我希望日後 

                                     能抽更多時間參與學校的活動。 

另外，在我出席家長觀課活動時，讓我了解兒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真是難能可貴，看到幼兒班的

小朋友十分投入進行分組活動，當他們完成了一項活動時，便會自己貼上貼紙在分組表裡，然後會繼續

玩其他未完成的活動，感謝兩位幼兒班老師很用心設計每項活動，並照顧小朋友各樣的需要，讓他們在

愉快的環境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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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班 郭曉穎家長 

    曉穎即將升讀高班，成為安幼的大姐姐。還記得入學面試

時，小小的她能夠清晰地回答校長老師的提問，並完成了老師

給她的小任務，心裡真的覺得她很棒。 

    兩年過去，我看到她的成長和進步！感謝安幼的培育，讓

小小的曉穎慢慢長大，快樂學習。 貴校的繪本閱讀、愛＋閱讀、

「童」樂日、生日會、操場跳豆及綜合藝術班等等，全是曉穎

最喜歡的活動。希望安定幼兒學校可以繼續讓小朋友在遊戲中

學習，在快樂裡健康成長。 

                                          低班 郭思謙家長 

                                          兩年的校園生活過去，回想當初思謙剛進入校園生活時，

由不懂社交禮儀、語言表達，現在漸漸知道什麼是守規合作、

懂得用言語去說出自己的感受、需要，建立與人相處的能力，

都感受得到學校的職員對思謙的付出。 

                                         在此感謝關校長在思謙遇到一些學習上、濕疹照顧的疑難 

                                     時，給予不同的意見和方法;還有陳鈺婷老師、李佩群老師、容 

                                     愛萍老師、鍾雯珊老師及黃雅凝老師對思謙日常課堂表現的細 

                                     心觀察，會適時給我們電話或會面作出溝通和協調。 

                                         現在，妹妹思妍也在基礎班開始她的校園生活了! 作為家

長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在各職員的耐心教導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下，在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中健康快樂的成

長，實在感恩和感激! 

    低班 何思樂家長 

    思樂—我們家滿有喜樂的孩子。他樂天的性格，常令我們 

擔心他不懂規矩；入讀安定幼兒學校後，校長、主任、老師和 

職工都悉心照顧和教導思樂，讓思樂不僅學會規則，亦繼續保 

存童真樂觀的性格。 

思樂常常懷著喜樂的心情回家：最興奮的是老師請他擔當 

「陽光小天使」，服務同學，每天都緊張自己要準時回校當值 

呢！戶外學習方面，從參觀郵政局、到大會堂欣賞劇場、去麵 

包店用環保盒買麵包等活動，思樂口中不停分享當中的得著及 

老師的教導，這種超越課本的愉快學習真是難能可貴！ 

思樂每晚最著緊的是希望家人跟他伴讀，伴讀計劃讓思樂的識 

字量增加了，而且喜愛閱讀，更讓我們有專注聆聽思樂分享的時間。 

感恩思樂能入讀安定幼兒學校！感謝學校用無限的愛心來培育我們的小寶貝—思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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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 勞哲睿家長 

    回望過去四年長子哲睿在安幼的日子，我不禁由衷的感 

激和欣賞全校教職員對幼兒的愛護、關顧和照料。 

    在家長心目中，每位幼兒都是心肝椗、命根兒。大家一 

邊廂要兼顧繁重的工作，另一邊廂又生怕幼兒各方面的成長 

需要得不到均衡的發展。故此，為幼兒選擇他們人生的第一 

間學校時，大家都無可避免地產生一定的心理壓力。 

    四年前，我對孩子幼兒階段的學習期望是：學懂自理、 

能建立基礎而清晰的是非觀，及喜愛學習。這一點，我好慶 

幸能與安幼不謀而合。日子悄然過去，我發覺在每一個小步 

子學習中，安幼的教師和校役姐姐，都能以身教和言教，逐步引領每一位牙牙學語的幼兒，長成為喜樂

自信的準小學生。 

    離別在即，謹代表哲睿，向全體教職員以及畢業班，送上無限的感激和祝福。盼望各畢業生繼續樸

實愉快地成長，教師們身心康泰，童心滿載。 

                                           畢業生 陳愷姸家長 

                                           愷姸（包包）快升上小一了。我們十分不捨在安定幼兒       

                                       學校的生活。 

                                           回想，當初大女適齡入讀基礎班時，自己還是初到屯 

                                       門居住，連有幾多間幼稚園設有 N班都不知道。幸運的是，   

                                       有一直於屯門長大的友人推薦，說朋友女兒讀安幼很快樂很  

                                       有禮，感覺這間學校不錯，建議我申請入讀。 

                                           我較著重兩個女兒的品德培養，因為我想她們能成為好 

                                       樹，為天父結出好果子來。雖然我不著重她們幼稚園課本上 

                                       的知識，但我十分贊成學校培養她們讀書的習慣：讓她們能 

                                       夠有興趣，自己在書海中發掘知識，生命有所成長。不單女

兒學習閱讀，我也學會了說繪本及伴讀的技巧。現在我們一起讀書，感覺又溫馨又親密。 

    相中包包扮演成家庭健康維他命的「歡歡」，跟現實中她投入享受和家人相處十分相似呢！ 

    誠然，包包在安幼變得快樂，也培養成為禮貌謙遜的小女孩。我們將會非常掛念這四年相處的校長、

老師和姐姐們，以及班內所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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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 符上仁家長 

    非常感恩！上仁和哥哥一樣在安幼渡過四年愉快的 

學校生活。 

    在安幼的四年間，上仁除了學習知識，自理能力， 

紀律及同輩相處外，也培養濃厚的閱讀興趣，求知探索 

的精神，成為一個愛學習愛上學的孩子。 

    快要畢業了，上仁一方面期待上小學學習，另一方 

面也捨不得各位老師、同學及工友姨姨，在家課上也畫 

了流著淚的上仁與老師說再見的插圖，可見他心底裏是 

多麼喜歡安幼！ 

    在此，我們也非常感謝各教職員，悉心照顧及培育我們的孩子，從老師策劃不同類型的活動，或用

心製作的教具，我們深深感受到老師們對教育的熱情及一絲不拘，期望你們的優良傳統承傳下去！ 

                                         畢業生 陳玥堯家長 

                                         回想起由玥堯入讀安定女青幼兒學校的第一天，總是希望

她能夠和小朋友開心相處，享受到幼稚園生活的快樂，在愛中

成長，到長大了還有絲絲的特別回憶。 

不知不覺小妮子已經過了三年的校園生活，玥堯由一開始

戰戰兢兢的換鞋、入班房、望著我離開那種欲哭無淚的神情，

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學校學到或遇到什麼、同學叫什麼名字、或

者吃了什麼等等……到現在每天接放學都急不及待跟我和婆婆

分享在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學到了什麼、黏土班弄了什麼、唱

了什麼新歌、跳怎樣的舞，就算開心與不開心的事情她也會雀

躍的分享，還知道她已經是大姐姐會幫忙照顧低年級小朋友，  

真是有趣，這些一天一點的成長令我們感到欣慰。 

    我也參加了家長義工，令我有機會更了解學校的教學，亦加深了家長和學校之間的聯繫，從不同的活

動中亦學習了不少。我也十分欣賞學校的繪本閱讀和「愛＋閱讀」計劃，透過這些活動令玥堯喜愛閱讀，

而且在認字和理解方面都大躍進，很是感恩。最後真的很感謝關校長、蔡老師、蘇老師以及各位老師與姐

姐們，尤其是蔡老師當了玥堯三年的班主任，她真的好喜歡你！謝謝各位一直以來對玥堯給予無限愛心、

耐心和無微不至的照顧，讓她能夠在這個大家庭中快樂成長，讓她從小便在品格德育上打好基礎。再次多

謝學校對玥堯的悉心照顧，祝福安定幼兒學校的每一位職工和同學，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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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 霍巧怡家長 

    時光的飛逝，原來不知不覺間已在安定幼兒學校接 

近十年了! 十載情，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但對於我 

來說, 卻是一段段十分難忘的回憶…… 

 回顧著當三個女兒由基礎班升讀至高班畢業，雖然 

我每晚工作後也帶著疲累的身軀回家，但仍期待她們說 

說上課時的趣事，分享及表演她們所學的知識、歌舞， 

皆令我心裡暗暗湧著一份喜悅和滿足感，令我的人生也 

增強力氣。 

 學校好像一個大舞台，每一位學生不斷學習，經過 

各位老師的支持和關懷，將我們平凡的寶玉，也雕琢成 

一塊價值不菲的寶貝，漸漸地成長起來，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帶著無限的自信和所長，繼續在新的里程碑

進發。 

 最後藉此機會，感謝安幼的校長、老師和校工姐姐，對學生的熱誠、關懷，以及對家長們的體裇。

多謝學校給予我們的小朋友「笑著、想著、求知、求真」留下美好的光陰。 

                                           畢業生 黃翊津家長 

                                           猶記得初入學時翊津個子小，因此常常得到老師及同學 

                                       的照顧，轉眼間，這粒「小豆丁」快要升上小學了。在安幼 

                                       四年中，不單感受到老師對翊津的疼愛，也感受到孩子也十  

                                       分喜歡學校。每天看著他準時起床，自行換校服，歡天喜地 

                                       上學去，到校後能和同學和諧共處，放學回家時，不斷地訴 

                                       說當天在校發生的點點滴滴，言語間夾雜幾聲笑聲，你便可 

                                       知他有多麼喜歡校園生活。我最欣喜的是翊津在學校裡並非 

                                       只學會知識，他還學會了欣賞、接納，不但學會照顧自己，  

                                       也學習照顧他人，這粒栽在土壤中的小種子，開始長出嫩芽， 

                                       慢慢地成長了。 

 看著他將踏進另一學習階段，面對不同的轉變，心情不免既興奮又緊張，但我相信關係與經歷是不

會轉變。於翊津而言，安幼的老師永遠也是他心目中可愛的老師，感謝校長、各老師及同學們在翊津成

長的階段作同路人，一起經歷悲喜，陪伴他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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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展望  

從遊戲中學習‧從自主中成長   
                                                                                     

2017-18學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到校專業支援服務--推動從自由遊戲中學習」，讓

我們的團隊得到專業的教學支援，掌握推動自由遊戲的策略，進一步促進幼兒的學習和發

展。 

       過去一年的學習與應用，我們的教學團隊明白到自由遊戲是幼兒有效學習的重要元素，能幫 

助幼兒提升學習興趣和專注力，由幼兒作主，讓他們選擇「如何玩」、「怎樣玩」、「和誰玩」……減

少對幼兒的規範，確實有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思考、協作、溝通、創作等能力。  

      來年，我們將循著此方向繼續發展，按照<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之建議，每天安排不少於 50 

分鐘的自由遊戲時間，讓我們的孩子從遊戲中學習，從自主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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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鳴謝 

 本校家長教師會  本校家長義工隊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小學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利潔時有限公司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屯門中央郵政局  屯門公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聖雅各福群會方舟生命教育館 

 香港觀鳥學會  448農莊 

 香港世界宣明會  綠田園基金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堂中學 

 勞工處 Y.E.S.  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本會悅兒成長服務  本會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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