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年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學校自2月起停課，至6月 15 日高班才在較穩定條件下復課。

停課期間，因應著教育局對停課安排階段性地宣佈延長，學校亦按部就班地推出不同的學習

形式。

2019/2020 年度

學習生活
同心抗疫．感恩同行

製作短片 製作短片

製作短片

教材準備

每週老師努力為幼兒準備學習短片，並郵寄相關的學習材料包及生活時間表，以保持幼兒有

規律的生活習慣及適量學習。在電子學習及幼兒眼睛健康的平衡下，老師製作的短片不宜冗

長，反之需要富延伸性及啟發性，期望能刺激幼兒的學習興趣，讓他們持續「在家學得樂」。

學校報告校長 : 關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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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學習模式轉至家庭場景，實有乃家長的配合及支持，相信親子關係一定更親密了。每

月的視像通話，老師看見幼兒活潑可愛的真誠分享，大家由衷地從心而發的喜悅，實在是面

對疫情中的一點甜。感恩這段時間，大家社交距離雖遠，心卻很近。

視像通話

視像通話

視像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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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學校環境作了不少翻新工作，如︰重新髹上油漆、更換洗手間設備、換上新窗

簾 ...... 等，讓校園更整潔完備，當然少不了做好防疫衛生工作。復課前，除了學校庶務

員親手縫製布口罩送予幼兒外，我們還安排了專業消毒公司以霧化技術全面消毒校舍，並於

校內不同位置安裝噴霧機定時噴灑空氣清毒淨化液，也調節學生桌椅的距離及安裝防疫間

板，確保學校環境衛生，讓幼兒可安心上學。

感恩大家一起同行，一起同心抗疫，望日常及校園生活能早日如常，再見大家口罩下的燦爛

笑容！

髹油漆
安裝消毒

清潔環境
縫布口罩

霧化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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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 A.R.T. 視覺藝術活動，學校參

加了教育局主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

流及協作計劃」，以進一步提升老師有

關視覺藝術的學術知識及技巧。來自內

地的幼教交流專員陳瑩老師每星期會到

校與老師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的工

作，又會與老師分享教學資源及進行相

關的學術培訓。雖然計劃受疫情影響，

但亦無礙老師的學習，停課期間老師們

會從不同渠道學習及接受培訓，為老師

日後的教學作好準備。

童心創作．A . R . T . 視覺藝術活動

本學年學校以「A.R.T.」模式推行視覺藝術活動，以提升幼兒對視覺藝術活動的興趣及觸覺，

促進其圖畫表達能力之發展。老師帶引幼兒欣賞 (Appreciate) 不同藝術家的作品及其特色，

刺激幼兒利用不同視覺元素重塑創作 (Recreate)，並珍視 (Treasure) 幼兒的作品以突破的

方式展示，以突出作品的美感，建立校內的藝術氛圍。

幼兒作品

幼兒作品

幼兒作品

幼兒進行藝術活動

老師培訓

幼兒進行藝術活動

老師合照

重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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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 /計劃 頒獎機構

1/2020

楚思舞台至叻 Kid 2019

舞蹈組

優異獎

陳芊予、卓柏言、周焯敖

賴晉琛、唐娉婷、元滿樂

莫柏澧、黃卓凌、郭曉錡

吳震霖、譚可竩、黃靖然

鄭訥言、何芊雪、吳柏謙

曾浩浚、林曉信、陳德瑜

曾芯宜、藍淳熹、廖柏特

李安倬

仁濟醫院

羅陳楚思小學

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19 中秋節慶祝會 低、高班參觀區內小學校園

中秋歡聚團圓會及追月會

11/2019 低班「分類回收我做到」廢物回收

高班「購物樂」活動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低、高班 「孩子，從責任中成長」

12/2019 低班環保茶會

聖誕慶祝會

基礎班親子茶聚

基、幼班 「孩子，從責任中成長」

聖誕感恩崇拜暨親子聖誕慶祝會

1/2020 「瀕危生物知多少」幼兒講座

基礎班「街市購物樂」活動

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天台模擬年宵市場

8/2020 畢業禮

9/2019-

8/2020

( 恆常活動 )

生日會 

陽光小天使計劃

公園樂

繪本花園及「『悅』繪．看生命 閱後分

享冊」

「愛 +閱讀」計劃

「月」來「越」有趣 -幼兒生活分享冊

「家」+維他命小冊子

「生命教育繪本活動 -與祢童行」

「家庭健康維他命」親子紀錄冊

親子小組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女青悅兒成長服務」

全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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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工作坊 校長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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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教師美術交流培訓活動

課程組：

英語兒歌及課業指引

英語故事遊戲及課業指引

英語及課程探討

校長 /主任 /行政助理 審核 DIY

校長 「沒有保護罪」研討會

教師 「IEP‧我易編」制定幼兒個別學習計劃概覽

教師
English Language Enhancement Programme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2019/20

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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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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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高班「小一選校座談會」 關綺雯校長 及 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讚賞的力量」家長小組 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9/2019

-

8/2020

家長義工隊聚會共三次聚會

迎新聚會、製作「親子運動會」器

材、設計模擬年宵活動

關綺雯校長  王靜文主任

蔡朗昕老師  林佩琪老師

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大讀者‧「悅」書會 關綺雯校長、王靜文主任及蘇詠雯老師

員工方面

家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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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聲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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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這多個月停課以來，老師們也用盡方法幫助小朋

友在家學習，例如拍攝教學短片，讓小朋友更容

易掌握學習內容。其中一次家居小任務就是教小朋友如何穿外套，當守靜看完老師的

示範並了解當中的技巧後，現在也會主動自己穿外套，自理能力從而提升不少呢！

此外老師也會定期打電話給家長了解小朋友之學習情況，亦會通過視像對話和小朋友

見面。每次和老師對話，守靜也顯得特別興奮和開心呢！

感謝老師這段時間為小朋友的付出，家長每月也會收到老師自製的學習材料包。每

次活動一包一份，非常方便清晰，每次看完短片就可以取出一包，守靜也會專心

跟着老師的指示做活動呢！

上學期轉眼便完結，

農曆新年過後，大家期待著下學

期的來臨，我們也十分期待與啟楠一起

參加第一次親子運動會……但面對突如其

來的疫情，頓時令一切都消失。農曆新年假

期延長，然後就是一段，彷似沒有盡頭的停

課……

啟楠留在家中，只能靠牆上的相片回味學校的一點一滴。幸好學校亦開始為長時間停課作出

適當的安排，其中最值得讚賞的，是利用學校的應用程式上載繪本，令喜歡閱讀的啟楠，每

星期都有中文和英文繪本與我們一起閱讀；此外，學校適切利用資訊科技，由老師拍攝不

同主題的學習短片，每星期上載到雲端硬碟，啟楠可以隨時在家中學習，不會荒廢時間；

還有，老師都會保持與家長聯絡，不時打電話詢問啟楠的情況，還會每月一次視像通

訊，保持和啟楠的溝通……

非常感恩啟楠能夠入讀安幼，我也非常滿意學校在停課期間的安排，更加要

讚賞及多謝學校的校長、主任、老師們及姐姐們在停課期間，仍然

緊守崗位，為學校付出的一切。

長
心聲

基礎班 劉守靜家長

基礎班 黃啟楠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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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來勢洶洶，學校停課了，孩子們終日留在

家中，顯得苦悶。女青明白家長的難處，製作了一

段短片，教導我們怎樣在家進行親子遊戲，為家庭

帶來了不少歡笑呢！

為了實踐「停課不停學」的理念，安幼校長及老

師用心為學生們預備教學材料和製作多元的教學

短片，短片中的每一張笑臉，既為學生帶來知識，

也為小心靈送上溫暖！思風深深地感受到這份愛，

難怪有一次黃老師來電，他急不及待地要向老師唱出自己的心聲：「My teacher is the 

best, the best there ever was…….」

幼童的健康更是安幼全體職員所重視的，校方為幼兒準備的防疫物資中，另我最深刻的，

一定是姐姐們為幼兒親手縫製的愛心口罩，皆因每次出門的時候，思風必然嚷著要戴它，

我感受到孩子戴著愛心口罩後所隱藏的那份驕傲——我的口罩是獨一無異的！辛苦你們

了，姐姐！

雖然新冠肺炎在人與人之間形成隔膜，但你們的體貼、關懷與付出不但熔化了這隔膜，更

拉近了我們的關係。安幼，我愛你！

我想誰也猜不到這一年的疫情，會令整個世界

停頓，也令我們做父母的大失預算。來勢洶洶

的疫情令我們這半年緊張 , 擔心 .... 第一次

長時間在家工作、第一次足不出戶兩個月、第

一次感到口罩的重要，也是香港第一次經歷差

不多四個月的停課吧！真的令小孩及我有點失

預算，更擔心影響孩子的學習。

十分慶幸，在疫情期間學校安排了不少學習資源給學生，亦安排了不同活動，如：小

手工、童樂時間等等。我最欣賞的是老師以錄影方式上載至雲端，讓需要上班的父母

可以隨時與孩子重溫課程內容。此外，也感謝老師定期的視像及電話，可令老師跟家

長之間的聯繫保持緊密外，也讓小朋友有機會見見老師，保持歸屬感。

而最令我窩心的當然是由姐姐製作，送給小朋友的布口罩，雖然大家還未能見面，

但學校的心思我們卻完全收到了；疫症無情卻令我們之間更加拉近 , 感激孩子

可以在這充滿愛的學校中成長！

基礎班 陳思風家長

幼兒班 梁栢僑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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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春天因為有 COVID-19 的關係，公園和學校都關

門了。我們的家就變了幼兒學校，我也變了依晨的老師，

妹妹擔當她的同學。晴天時，我們一家在家中做早操，唱

太陽伯伯，下雨時就唱 rain rain go away 。然後觀看老

師所預備的影片，做視判樂、畫畫、吃茶點。依晨最喜歡

就是做手工和貼貼紙，妹妹都會搶着一起做。雖然整天在

家裏，但因為有着老師們所處理的學習資源都變得很充實。

轉眼間，妹妹都快升上基礎班了，期待在疫情過後再與校

長、老師、小朋友和嬸嬸見面呢。

自從疫情由 2 月份開始於香港爆發，所有學校暫停上學，我

們一家人在家時間比以前長很多，彼此之間亦親密很多。

最初弘哲並沒有太多活動，只是在家看電視和到嫲嫲家跟堂

弟玩遊戲。但疫情慢慢變得嚴峻，我們在家時間更長，於是

乎就開始幫弘哲建立正常作息時間和活動規律，加上老師每

星期放到網上的遊戲和功課，對弘哲重拾生活節奏有很大幫

助，在此衷心感謝學校、老師的安排；而當老師跟弘哲進行

視像通訊時，他更每次都感到興奮不已！

大家都清楚這段時間不管對學生、家長和學校都是十分艱難

的，期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再次如常見面。

自今年農曆新年後，香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學校開始停課，

令家長們都忙於兼顧照顧在家的幼兒及工作。

在此疫情期間，我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用心及盡責，您們悉心安

排學習教材和各種課題科目的教學影片令幼兒在家學習上有所

支援，亦令家長在幼兒學業和教學上減少很多憂慮及煩惱。

另外，我亦非常感謝老師們和社工主動致電家長，關心和了解

幼兒在家的學習情況及生活狀況；也聆聽家長在管教和育兒上

的困難，令家長亦可藉此舒緩情緒和壓力，分享彼此心得。幸

好有您們的關懷和關心，我也得到很多情緒和心理上的支持及

幫助呢！

最後，再次感謝安幼教職員和嬸嬸為小朋友們親自縫製抗疫口

罩，切實體會到您們對小朋友的關愛，實在令我感到非常窩

心及感動！

幼兒班  何弘哲家長

幼兒班  陳依晨家長

低班 黃施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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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學年十分特別，疫情的影響，讓頌忻突然擁有一個

悠長的在家假期，作為家長的我亦突然要應付在家工作、長

時間面對女兒並安排及教導她學習的難題，開始時感到不少

壓力。幸好在停課開始後不久，安幼就安排發放一系列的學

習短片，讓小朋友可以根據老師在短片內講解，自行完成學

習及功課，讓我能稍稍鬆一口氣，並減少因為功課問題與頌

忻之間的磨擦。另外亦感謝老師們每隔一段時間會致電給家

長，關心我有沒有面對什麼困難，而跟老師通電給亦是頌忻

最期待的事，老師們透過電話鼓勵她的學習及生活，讓頌

忻更有動力完成學習及功課。

我一直都感恩女兒能夠在安幼就讀，在一個如此充滿愛

的環境成長，讓頌忻成為一個開朗、充滿愛並喜歡

上學的小朋友。

不經不覺珮嵐已經在安幼兩年了，回想起當時入學的珮嵐很

多事情都不懂也很固執，但在校園與同學們相處一段時間及在

老師、姐姐們的悉心教導、照料下，珮嵐的情況改善了很多，

明顯地進步，每天回家睡覺前很主動邀請我陪伴讀書、畫畫、

唱歌及跳舞。

因為疫情需要停課，但得到校長諒解珮嵐的需要而獲安排回校

照顧，令我放心工作及處理家中的事宜。每天早上珮嵐都很期

待返學，即使她的言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未及正常年齡的程度，

但也會很努力地嘗試表達自己的心情及每天的事情給家人知，

表現得很雀躍；在此十分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姐姐，

很開心可以在安幼認識您們！也很不捨得各位 K2 家長，這兩

年來很感激您們的關心及支持！在安幼令我們深深感受及認

識耶穌對我們的「愛」。

低班 陳頌忻家長

低班  高珮嵐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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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七載，每天期待，離別在即，難捨難離。」感謝校

長、各位老師和工友對孩子這些年來的辛勤培育和照顧，

讓我們的孩子在學前教育階段成為好學習、有禮貌、謹守

規、熱愛群體生活、愛上學的孩子。

今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基於各種原因停課多時，對孩子

好像是消失了的高班，幸好在停課期間學校為孩子們提供

不同的學習支援，繼續鼓勵閱讀，做到「停課不停學」。

最後，我們希望用以下幾句話，送給安定幼兒學校的整個

教職團隊，感謝您們對

小朋友們的付出和關懷。

三十餘載，屹立安定

全情投入，育成娉婷

師長仝人，愛心無限

榮幸之至，深表感激

疫情令震霖缺少了五個多月在學校跟老師學習及與同學相處的美好時光，初時確實令

我們很擔心他的學習進度會影響日後升讀小一的適應，其次是教導震霖課本上的知

識、學習書寫新的中英詞語、數學，還有其他幫助身心靈發展的活動，使全職工作的

我們頓感吃力。

可幸得到高班葉瑞瑩老師及蔡朗昕老師在疫情期間，從不間斷的關心及幫助，從她們

用心拍攝、清楚易明又有趣的教學片中，使小朋友更易掌握創作及運用句子的技巧，

讀故事時得到啟發，還有特別準備了小一模擬面試等，都使我深深感謝她們對教學的

熱誠與小朋友的關愛。

畢業生 唐娉婷家長

畢業生 吳震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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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曆新年至六月初，漫長的疫假持續，柏喬停課在家防疫，

確實打亂了自己及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初，我們都擔心柏喬

長時間逗留在家中，對他的學習進度及規律的作息時間會有

所影響，畢竟他今年九月便要升上小一。

慶幸地，學校開啟了「停課不停學」的網上學習平台，提供

了不同科目的教學短片及實驗示範影片，使柏喬在家期間也

能學會相關概念，逐漸追上教學進度。老師亦定時透過視像

功能，以了解柏喬在家期間的近況，或在教學課程內容有疑

問時，也可透過不同的方法詢問老師，亦是一種全新的體

驗。學校為配合網上學習安排，主動寄上相關課本，簿冊及

其他學習材料，使柏喬在家也能積極學習。

雖然柏喬整天留在家中，不能跟老師和同學見面，但透過網上學習和活動等，將學生、家

長和學校連在一起。對我們而言，停課不只於不停學，而是把學校生活在網上延續。三年

的幼稚園生活快將完結，作為家長，我們從心底感謝關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姐姐，對

柏喬成長所付出的辛勞與汗水，使柏喬不斷進步，做一個更好的人。

大家好，我是高班黃靖然及幼兒班黃靖熹的媽媽，因為突

如其來的疫情，沒想到大家農曆新年後一別就差不多 6 個

月了。停課期間，小朋友都很掛念學校的老師，感謝老師

親身拍攝教學片段，令他們留在家都有充實的活動。

統一派位結果之前，老師特別為他們進行視像模擬面試，

靖然當日有點害羞，老師特別邀請靖然回校練習，直至派

位結果不如理想，老師特別安排靖然提早回校適應，希望

他叩門面試時表現自然和有自信，在此非常感謝校長、主

任和老師們對靖然的支持及幫助。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

康，小朋友升班順利。

畢業生 黃靖然家長

畢業生 曾柏喬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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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到幼兒體適能的重

要性，特意參加了一項為期

三年之「賽馬會家校幼兒體

適能學堂 」計劃，為幼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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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幼兒體適能

方面的親職教育。計劃以幼

兒及家庭為核心，透過與中

國香港體適能總會的協作關

係，轉介有需要之學生及家

庭接受「評估及活動中心」

專業服務，以多元性與跨專

業介入，促使有體重問題之

幼童，建立以家庭為基礎，

有活力及健康之日常生活。

鳴謝

本校家長教師會 本校家長義工隊

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本會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本會家庭健康服務中心 本會悅兒成長服務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童來運動 ‧ 強身健體

計劃海報

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200 份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