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年，疫情尚未消退，我們還須緊守各項衛生措施，讓幼兒能在愉快又健

康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教育局安排學校維持半日上課，但老師為幼兒準備的學

習材料及區角活動仍是一樣豐富，繼續讓他們從「樂中學．學中樂」。

感謝家長的共同協力
讓幼兒在家學習也精彩

2020-2021年度
學校報告

學習生活
童來學習‧口罩下的互動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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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感恩下學期開始，幼兒的實體課學習漸趨穩定性，學校回復以往的熱鬧。雖

然在口罩下難見彼此的燦爛笑容，但憑著教師與幼兒、幼兒與幼兒之間的交流互

動，聲情動作的表達，我們更加明白「上學」對幼兒何等重要，老師的快樂及滿

足感也從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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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服務
要提高幼兒接觸英語的興趣，必先從幼兒最喜愛的活動……「聽故事」開始。承接去年的經驗，今年我們

繼續優化K1至K3的“Hooray for English!”英語繪本活動的推行，我們特別挑選一些簡單易明、幽默有趣的繪本故

事，除了演繹故事外，老師還會安排多元化的遊戲及探索活動，一方面培養幼兒對英語的興趣，一方面提升他們

的英語聽說能力，為日後的進深學習作好準備。

為達致更佳的學習效果，學校運用了教育局的「推廣閱讀津貼」，為每位幼兒訂購相關的繪本，讓幼兒從中

發掘閱讀的喜悅。

童悅繪本‧Hooray for English!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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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回顧
全年活動

課堂 親子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20
♦	 新生迎新活動

♦	 新生適應活動

10/2020 ♦	 女青100祝福行動—週遊女青祝福行動

11/2020

♦	 敬老護老愛心券2020

♦	 「家庭暖笠笠」—親子布偶劇場

♦	 「家庭暖笠笠」—我永遠愛你

1/2021 ♦	 「遇到問題想辦法」網上親子小組

3/2021 ♦	 「遇到問題想辦法」幼兒小組

4/2021 ♦	 高班模擬小一面試

5/2021 ♦	 中華電力<看得到的電力>講座
♦	 親親家人懇親會

♦	 小一派位資訊分享會

6/2021

♦	 端午節慶祝會

♦	 基礎班天台體驗活動

♦	 賽馬會體適能計劃體能測試

7/2021
♦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口腔檢查

♦	 升級嘉年華

8/2021 ♦	 高班畢業禮

9/2020-

8/2021

（恆常活動）

♦	 生日會

♦	 繪本借閱及「悅」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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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教育繪本活動—與祢童行」

♦	 「家庭健康維他命」親子紀錄冊

♦	 教育局「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

♦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

♦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

♦	 親子小組

♦	 到校學前康復計劃—「女青悅兒成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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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員工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簡介會 校長／主任 評核員填寫評核報告簡介會

工作坊
校長／教師／

行政助理

新入職教師導向

網頁後台應用培訓

培訓及交流

校長／主任／教師

環境評量表 [ECERS-E、ECERS-R] 學習知多少

教師口腔健康教育培訓 (賽馬會幼童護齒計劃)

「讀寫障礙工作坊」—從小學好中文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簡介會及分享會

處理兒童負面情緒分享會暨《牛角包生氣了？》繪本發佈會

課程組

1.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先行培訓

2.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幼兒數學

校長／主任 行政組 有效溝通及協作

校長 「國家安全：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簡介會

主任／教師
EVI幼兒教師網上專業培訓系列

「給孩子終身受用的寶貴禮物」（正向品格教育）

主任／教師
EVI幼兒教師網上專業培訓系列

「如何促進孩子的自主探索能力」網上工作坊

教師 「線上線下教學新趨勢」網上工作坊

教師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照顧幼稚園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基礎(應用)課程

教師 入讀特殊學校簡介會

教師 2020/21學年幼稚園校本支援服務年終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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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9/2020 新生家長會 關綺雯校長及各班老師

10/2020 各級家長會 關綺雯校長及各班老師

11/2020 「愛＋閱讀」計劃家長工作坊 關綺雯校長及王靜文主任

11/2020 「家庭暖笠笠—祖父母講故仔」培訓 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11/2020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

2020-21年度口腔健康教育講座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副院長

朱振雄教授

12/2020
「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

家長工作坊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陳玉儀教練

1/2021 高班「小一選校座談會」 關綺雯校長及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5/2021
親職教育學院

管教有法不動「氣」講座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師及
香港教育大學兒童與家庭科學專業顧問

張溢明先生

5/2021 小一派位資訊分享會 關綺雯校長及駐校社工 馬麗敏姑娘

9/2020-
8/2021

大讀者‧「悅」書會 關綺雯校長、王靜文主任及蘇詠雯老師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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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還記得一個月前，在學校舉辦的高班懇親會裏，看

到倩婧和同學們的表演和感謝片段，百感交雜。

感激—安幼校長、主任、老師們和姐姐們對倩婧

的關心、照顧和教導，以及在我們育兒路上的支援。學

校安排了很多親職教育講座，老師們也經常與我們分享

倩婧在校的情況，這些都對作為新手家長的我們有很大

幫助。在疫情期間，老師們精心製作教學影片，又不時

跟倩婧進行視像通話。感動—看到倩婧和同學們真的

長大了。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倩婧成為了一個關心

他人、自律和主動學習的孩子。不捨—倩婧和同學們

一起學習遊玩的點點滴滴。學校運動會、旅行、中秋晚

會、聖誕聯歡會……感覺猶像昨日。

再一次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們和姐姐們，倩婧十

分幸運能在一所充滿愛的學校成長。最後，祝願同學們

都幸福、快樂。

畢業生 許倩婧家長

「疫情」令孩子們擁有一個不一樣的幼稚園生

活，所有原定的幼稚園活動都完全暫停，跟老師和

同學們相處的時間亦變少了，真的感到非常可惜。

幸好在疫情停課期間學校悉心安排不同課程的學習

短片，讓孩子們都能繼續學習，老師們亦會主動致

電家長，關心及了解孩子們的生活學習情況，還有

家長們都不斷互相鼓勵，感到溫暖。疫情慢慢控制

下來，令孩子們升上高班後都可上半日學，能在畢

業前讓她／他們在短短的幼稚園生活裡能繼續更加

珍惜相處和開心地學習，十分高興。

不經不覺頌瑜幼稚園的生活快將完結，亦代表

她已漸漸成長，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心情既開心

亦不捨。衷心感謝關校長、王主任、各位老師及姐

姐對頌瑜這三年來的悉心教導和照顧，讓她能開心

快樂地學習，更令她不斷地進步，辛苦你們了。還

要感謝這三年陪伴著我和頌瑜的同學們及家長們，

我們要繼續一起加油！愛你們！在此祝願各位身體

健康！生活愉快！

畢業生 蔡頌瑜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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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四年的時光已經到達

了尾聲。孩子就要成為一個小學生，亭

亭地站在耀眼的陽光下，老師們辛苦

了，當初的小幼苗已經準備開花結果。

畢業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旅途的

開始，同學老師之間的情誼、美好的回

憶永遠不會枯萎。我們彼此珍惜美好時

光，祝所有同學日後能有好成績、很開

心、很快樂！大家再相聚，再回來看看

老師，學弟、學妹們。

畢業生 黃紫嫣家長

「再見今天　揮手說說再見

道別這天　握手說說再見……」 

這是近來梓晴最愛唱的歌，這短短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完

結，回想起梓晴第一天來上學，開朗的她很快便適應了這裡，每

天也很期待上學，開心地和同學們一起學習一起玩耍還有只屬於

她們的 Girl's Talk。很快他們就要畢業，離開老師和同學們，重

新面對新環境、新老師、新同學、新挑戰。 

我捨不得孩子們長大，另一方面我也捨不得關校長、王主任

和各位老師的好和真誠。妳們是用心和努力去教導每位小朋友，

使他們茁壯成長。 

我捨不得每天送梓晴回校後，和老師們聊天聊個不停，捨

不得一班媽媽們，齊齊流着汗，撥著扇在門外等接放學，捨不得

老師為我們安排的每個親子活動，捨不得和媽媽們一起努力為學

校做義工，捨不得在悅書會中和其他媽媽分享繪本，聽老師講故

事，捨不得在每次接放學時，平哥哥很有磁性的聲音說：馬梓晴

放學，捨不得每位小朋友對我親切的笑臉和問好，捨不得他們一

天比一天高，一天一天長大。  

很多很多以往在學校的片段，至今我還歷歷在目，這三年裡

上學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我相信梓晴在這裡渡過了最愉快的幼稚

園生活，認識了一班最善良的同學，最有愛心的老師們。真心多

謝妳們每一位，能讓梓晴在這間充滿愛的學校成長，讓她有個快

樂的童年。 

「流着眼淚  擁抱道別  

約你某天再遇見……」 

約定你們啊！我們一定會再見

畢業生 馬梓晴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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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好開心與大家分享，我第二個孩子從安幼畢業了！

我衷心感謝全體教職員和姐姐們對孩子悉心的關顧、教導和陪

伴。還記得心睿最初上Ｎ班的時候，對學校陌生的環境感到非常不

安，幸得老師們一直讓心睿「依附」在她們的懷裡，從中建立對學校

這群體的安全感，一步一步適應充實的校園生活。

由長子哲睿2014年入學，至今日幼女即將畢業，前後七年，我

見證著安幼持續的成長。不論從課程規劃、學生成長，以至家庭支援

方面，學校都能持守幼兒教育的真諦，同時精益求精，與時並進。更

可貴的是，教師能用心體察不同家庭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我相

信，這有賴教師團隊的專業承擔，以及家長對學校多年的信任。

最後，我代表哲睿、心睿和婆婆，向安幼全體師生及其家庭，

送上暖暖的祝福。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畢業生 勞心睿家長

不知不覺我們加入安幼大家庭已有兩年了，暑假後，爾納即

將要升讀高班，卻從未有過學校旅行、運動會等活動機會，每次想

起，難免會有一點唏噓，好像錯失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相信很多家長和我們一樣，由最初的擔心驚慌，到慢慢調整

心態，學會接受，適應了學習新常態！現在，我們都特別珍惜能夠

穿校服上學的每一天，每日都期待著爾納跟我們分享校園生活點

滴，觀看「懇親會」短片時份外感動。我們慶幸可以跟爾納共同經

歷這不一樣的過程，陪伴他成長，一起發掘興趣，開心學習，為他

製造一個另類的寶貴回憶！

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及工友們在過去一年的努力和付出，

讓每位同學可以在良好的環境及氣氛下繼續多元化學習。

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低班 練爾納家長

從哥哥侯晴滔由基礎班入學，到妹妹侯伊晴今年完成低班

課程，我們已在安幼大家庭渡過了六年時光！疫情期間這兩年

斷斷續續「上學—暫停面授—再上學—又暫停面授」，

伊晴在家不時會問「幾時可以返學？」，又會說「我好掛住老

師、好想同同學玩！」我們就知道伊晴很享受學校生活呢！感

謝安幼老師設計的教學活動和工友姐姐保持清潔的校園，給了

伊晴一個愉快健康的學習環境，使她能身心健康地成長！

低班 侯伊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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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今個學期對很多家庭來說都是一個難忘的經歷，學期前家長要

為小孩子張羅抗疫用品，開課不久便須停課，停課期間大多數家長又要

與小孩子一起WFH……

感謝安幼在這非常時期的安排，適量的功課、教學影片和繪本讓

孩子們在家無壓力下學習；停課期間老師們來電關顧學習進度和家庭需

要，使我們WFH中雖然有難成的Work，但也感受到難得的Warmth。

果豐和子盛復課後心情比停課時愉快得多，在家常唱著學校的兒

歌外，也會分享上學的點滴，「失而復得」的校園生活更叫他們投入其

中。除了知道要注意衛生，學懂珍惜與人相處的時間也成了他們疫情下

的一個得著。

願大家一起努力，在不一樣的疫情日子，成就不一樣的愉快孩子。

幼兒班 陳果豐、陳子盛家長

轉眼間學期已來到尾聲，很開心晞瑜能夠在安幼就讀，在一

個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來到安幼已經第二年，由基礎班到幼兒

班，看著由最初喊著不肯入校門，到現在每天都笑著跟我們揮手

說再見，這些進步老師們功不可沒。

在疫情的影響下，相信對學校、家長、學生都充滿著很大的

挑戰，很感謝老師在停課期間拍攝的教學短片，使晞瑜留在家中

也能增進知識。而每次跟老師約定進行視像見面時，晞瑜都會很

期待，不停問我們：「是否今天可以見到老師？」，相信晞瑜很

掛念著老師呢。早前舉行的「親親家人懇親會」，看著晞瑜跟隨

老師唱歌做動作，真的成長了不少呢！

在此衷心感謝關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姐姐的悉心教導及

照顧，眼見晞瑜在過去這一年多時間成長了不少，有些舉動更會

令我們感到很欣慰。希望她能在這優秀的學習環境和老師的教導

下明白到品德的重要及繼續培養良好的品行，讓她賺到她足以享

用一生的真正的財富。

幼兒班 陳晞瑜家長

「蝴蝶飛，蝴蝶飛，喜舞花間……」可懿回家常常在家人

面前唱歌跳舞，笑著地簡單分享學校發生的人和事。

初初進基礎班時，可懿的表現令家人感到很吃力，她經常

大哭；與現在投入上學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很感恩她進了一

所充滿愛並有完善制度和規劃的學校，令她在溫暖和安心的環

境裡不斷探索去成長，喜愛學習，感謝關校長和各位教職員！

幼兒班 黃可懿 及 高班 黃可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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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收到學校取錄通知書後，頓時大叫起來，嚇倒了旁邊的保

安，他問道：「有無咁誇張呀？」論誇張，一點也不誇張。

疫情爆發期間，感激老師定期拍攝及上載教學影片，也會抽空致

電關心俊熹在家的情況。老師們對俊熹的愛和關顧，是無容置疑的。

每當我們拖著疲累的身驅，回到家那刻，便聽到俊熹滔滔不絕的分享

他在學校的趣事、唱著老師教的兒歌、那位同學和他玩……等。

好的學校，教導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包容、分享 、自律、品行

等等……作為父母的，望俊熹在校能提升自理及解難能力外，最重要

的是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感激校長、主任、老師、姐姐們對俊熹無微不至的照顧，能令他

喜歡上學，你們的功勞絕對功不可沒。這一刻，我們就知道選對了！

基礎班 黃俊熹家長

凱盈加入YWCA安定幼兒學校這大家庭已半年多，因凱盈比較內斂，

回想起上學的第一天，陌生的環境使凱盈大哭一場，及後，開始與老師

建立起信心，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現在，凱盈每天起床後，第一樣要

做的事情，就是要穿上校服，此舉，表現出她喜歡回校上堂，喜歡學校

的老師及同學。縱使現時受疫情影響，未能完全復課，但在這短短半年

時間，凱盈真長大了很多，開始嘗試多了用說話與人溝通，在班上亦交

了好朋友，放學時，會與同學手牽手的一起離開學校。最後，在此感謝

老師們悉心的照顧及教導。

基礎班 陳凱盈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葉晴在安幼這個大家庭已經由基礎班的小妹妹，

預備升上高班成為大姐姐，而弟弟葉朗亦快要升上幼兒班，他們一直以來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一起回校，一起玩，一起放學……無奈在疫情下，他們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停課復課再停課再復課，難免需要時間去適應，但感

恩，他們很幸運地遇到一群以兒童為本，有愛心同耐心的校長、主任、老

師及姐姐們，幫助他們去面對當中遇到的困難。

在此衷心感謝老師們教導葉晴及葉朗在學習知識的同時，更要學會尊

重、感恩的道理，在與人相處上，亦要互相幫助，互相友愛。

最後希望疫情早日過去，讓生活回復正常，各位小朋友及大人們，可

以繼續享受快樂的親子時光。

基礎班 葉朗 及 低班 葉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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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學校資料	 	
校名：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學校
校長：關綺雯	
地址：新界屯門鄉事會路2A號安定邨安定友愛社區中心六樓
電話：2458	0578	
傳真：2458	0339	
電郵：nsot@ywca.org.hk
網頁：https://nsot.ywca.org.hk

家校合作是培育幼兒成長不可或缺的元素，未來我們將成立「家長學堂」，以一系列親子教養專題，舉辦不同工

作坊及活動，讓家長間建立支援網絡，彼此交流親職教育經驗，分享管教心得，共同拆解大大小小的教養問題，建立

家長與學校的伙伴關係。就讓我們目標一致，為幼兒締造更理想的成長環境。

學校展望

本會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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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香港明愛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