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期幼兒及老師在很多第一次的經驗下，如：提早的暑假、每天

進行快速測試等，轉眼間又將完結了。縱使因疫情需保持社交距離，但

幼兒與同伴及老師之間的愛不受阻隔，於神的愛中學習及成長。

    疫情下，學校及家校合作會仍持續為幼兒及家長設計不同類型的活動，

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促進親子關係。

  本期靈苗天地除了有專題教育文章外，亦分享各級於下學期所進行的不同活動之

照片，內容豐富及難忘。藉本期靈苗天地，讓大家回顧幼兒的珍貴快樂學習時光。

編者編者的話的話
曾詠詩主任曾詠詩主任

    在天父恩典帶領下本學期結束。感謝家長的支持，在處理幼兒每天進

行快速測試的安排上作出高度的配合，令師生健康及安全得到了保障，幼兒

又可聚首一堂，一起學習，一同遊戲。

  感謝教育局校本支援團隊整年的指導，疫情下與老師線上、線下進行備課、觀課

及評課，讓老師掌握推行大自然與生活的活動技巧，加強幼兒的探索機會和自主學習

能力。通過不同的實驗和親自操作的嘗試，幼兒建構知識和探索技能。

    本年度學校重點培育幼兒自主學習，課程中增加幼兒自由探索的機會，提升幼兒

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幼兒懂得每事發問，培養事事求真的態度。幼兒恆常到地下戶外

場地遊玩，當中留意到學校種植木瓜樹上的果子，又觀察到石縫邊排隊的螞蟻，他們

每有新的發現都會與老師和同儕分享，從中可見幼兒的好奇心和對大自然的探索。衷

心感謝全體教職員的努力，默默地各盡其職，讓幼兒學習有得著和樂趣。

    本屆畢業生即將升上小學，本年度畢業禮主題「擁抱珍愛」，各位家長又記得幼

兒第一日入校門的情景嗎？如今三年時間過去，數算真正上學的日子確實不多，小朋

友更為珍惜上學的日子，更珍惜在校與老師和同學相處的時光，幼兒學會感恩有健康

的身體，亦感恩有愛自己的家人、老師和朋友，更感恩天父在這日子一直看顧牽引。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腓立比書 4 章 4 節 )」祝福畢業生

前程似錦，在小學路上繼續發出靈糧之光，懂得愛神愛人，常存感恩的心，靠主喜樂，

持勇氣面對新的挑戰。

校長校長的話的話  黃智君校長黃智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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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部分家長亦希望自己的孩子喜歡看書，因為閱讀的好處

可多了！豐富知識、陶冶性情、提升語文能力 ... 但要成功為孩子培

養這項興趣卻不容易，以下是你正在面對的問題嗎？

1. 孩子聽故事時不能「坐定定」

2. 未完整說完故事，孩子已經跑走了

3. 父母一拿起書，孩子表現無感或抗拒

    其實以上幾點也來自同一個原因，孩子對書沒有興趣！作為家長的你可以

嘗試做以下兩件事：

一、挑選有趣和孩子感興趣的書

    很多家長選書時有個共通點，就是著眼於書本的功能，這本百科全書可以累積知識，那

本品德書可以改善行為，沒有得著的書買來「唔抵」。結果家中的書櫃對於孩子來說可能只

有一個字—「悶」，若看書是沉悶的話，孩子何不選擇玩玩具或看影片？因此一些有趣、幽

默、創意，甚至「無厘頭」的書就非常重要！要培養孩子閱讀興趣，首先當然要令他們認為

閱讀很有趣！

二、培養和享受親子閱讀的時間

    閱讀不是一項任務和工作，家長處理時無需太過繃緊和強逼孩子，他們會感受到，亦容

易對閱讀產生負面感覺。家長可以嘗試和孩子在睡前建立故事時間，在大家都感到舒適的狀

態，完成半個故事也好，兩頁也很棒。在「閱讀」和「孩子」之間，家長不要看輕自己的參

與和角色，要培養孩子閱讀興趣，其實家長也要有興趣。

    建立閱讀興趣後，享受閱讀帶來的好處，這是必然的步驟，若先追求好處，並不能反過

來培養到興趣。因此做到以上兩點後，其餘的事就交給時間吧！大家只管單純享受閱讀，享

受單純閱讀。

單純享受閱讀，享受單純閱讀單純享受閱讀，享受單純閱讀

專專題題篇篇

繪本導師繪本導師
愛倫老師愛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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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園老師會定期參加校外各種研討會及在校內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旨

在提升教學的素質，並促進建立教職員工間的聯繫與溝通。

    5.3.2022（六）為本園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由本園駐校社工郭少格姑

娘主講「提升教職員的危機意識」工作坊，老師從中了解照顧幼兒時所需提

高危機的技巧，亦需注意自己身心危機的方法。

報報告告篇篇

家庭與社區的聯繫家庭與社區的聯繫

家庭與社區的聯繫家庭與社區的聯繫

教師專業發展日教師專業發展日

家校會網上親子創意手作工作坊家校會網上親子創意手作工作坊

第四十二屆畢業禮第四十二屆畢業禮

親子閱讀工作坊親子閱讀工作坊

2021/22 學年下學期校務報告2021/22 學年下學期校務報告
行政人員 2 位，辦公室人員 3 位，教學人員 13 位，專科普通話老師 1 位，

外籍英語老師 1 位，司機及校工 8 位，合共 28 人。

幼稚園學生人數 203 人  男生 119 人  女生 84 人 

教職員及學生人數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碩士學位教師 2 人

學位教師 8 人

持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 教育証書 (CE)5 人

其他師資培訓 2 人

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

    本年度本園教師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 培養幼

兒探索精神（大自然與生活），讓教師了解透過活動提升幼兒探索精神。

    30.4.2022（六）本園教師以網上 ZOOM 形式參加由香港基督教幼稚園教

師會舉行的春季研討會，研討會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林俊彬博

士主領專題講座「遊戲中支援情緒社交」。

上午高班上午高班 下午高班 下午高班 

自行分配
 統一派位

第一志願

統一派位

第二志願

 統一派位

第三志願
自行投考 其他

22 21 12 1 11 2

31.9% 30.4% 17.4% 1.5% 15.9% 2.9%

升小一概況升小一概況
    本年度經由教育局分派小一學位合共 56 人，另 13 人自行投考私立或

直資小學，現統計如下：

本園最多學生升讀之十間小學分別如下：

1.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6.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2.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7. 喇沙小學

3. 嘉諾撒聖家學校 8. 黃埔宣道小學

4. 合一堂學校 9. 馬頭涌官立小學

5.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10. 九龍塘官立小學

家校會升小一家長分享會家校會升小一家長分享會
    28.5.2022（六）家校會邀請本園上屆畢業生家長到校以 zoom 形式分享

孩子所升讀的小學，讓家長們對報讀小學的程序及相關小學有初步認識 !

家校會親子體能同樂日家校會親子體能同樂日
    18.6.2022（六） 家校會邀請專業導師以 zoom 形式進行親子體能同樂

日，讓家長和孩子能於家中進行簡單親子體能遊戲，在疫情下增加運動的

機會。

    16.7.2022（六）家校會邀請專業導師以 zoom 形式進行親子創意手作

工作坊，倡導父母與子女間的親子互動，一起創作手工藝：親子馬賽克創

作—筆座、杯墊及相架。

本園致力培養幼兒的閱讀興趣及習慣，更認同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故邀

請「家長會 Parent Club」安排專業資深故事導師—愛倫老師及肥哥哥

（Conrad Wong）帶領「攜手造我書」—親子閱讀工作坊（講故事＋製

作繪本立體書），加強家長與子女一起閱讀圖書的延伸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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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月份兒童節生日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
「地球一小時 2022」回歸升旗禮

自然保育基金環境運動委員會
– 海岸清潔講座工作坊

惜飲惜食講座

奧比斯「蒙查查．跳跳舞」
護眼坊

愛心小天使計劃

全校活動全校活動

7、8 月份夏日生日會

校校園園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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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幼兒班

「幼童崇拜」親子活動 –
「節制」果子創作樂

日常學習活動

外語樂
專題研習 –

感恩珍惜身邊一切

龔福會 – 關愛共
融校園體驗計劃：
繪本共賞在校園

『親親大自然』講故事

小小探索家（校本支援活動）

校校園園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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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低班校校園園篇篇
『親親大自然』講故事

外語樂

爸爸戴着我的愛

探索樂（校本支援活動）

日常學習活動

專題研習 –
感恩的方式和行動

龔福會 – 關愛共
融校園體驗計劃：

魔術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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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高班 校校園園篇篇
超人爸爸給我的家

小小建築師

日常學習活動

幼小銜接 –
「小一成長路」學堂

齊來認識不同的職業
專題研習 –

感恩大自然所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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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校牧的話的話
牧者隨筆 

    轉眼又過了大半年，時光飛逝，歲月匆匆。近日陪伴了數個家庭經歷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傷痛，或是要照顧年長親人的不容易過程。

大家都嘆息光陰似箭，能陪伴家人的時光原來如此短暫。

    因有不少歡欣回憶，令今天我們看著雙親年老倍感無奈傷感；因有值得珍惜的時光，失去他們時增添憂愁。有時也令我們錯過了

一些機會已感婉惜愧疚。可幸是當父母和我們都活在主耶穌永恆的愛和應許裏，深信這些難過與別離都是短暫。但這些經驗，又如何

讓我們反思，應作一個怎樣的父親和母親？

    又是子女又作父母的，現在看著活潑可愛的幼小兒女，我們想為他們建立一個怎樣的家庭環境？我們如何待自己雙親，能否成為

他們的示範和榜樣？要作什麼才讓子女們明白家人能相聚是多麼珍貴？我深信父母們都不想將額外的期望和擔子放在子女身上，但他

們確實在看著我們怎樣與家人相處，怎樣孝敬父母，怎樣對親人表達關愛，子女都看在眼內。

    父母們在眾多的責任和工作要求中，還要兼顧家庭，照顧年老雙親，和教養下一代，真已透不過氣來，單單規條式要求我們要作

好父母，有時聽來只像是另一個很高的要求！但深信主的訓誨不是重擔使人不能喘息，而是告訴我們怎樣相信主的帶領和供應，從而

能活出平衡，健康，滿有愛和活力的生命。在作子女又作父母的我們，求主給我們智慧和分辨能力，將真正重要的放在首位，好叫我

們的家庭和下一代，在主的愛中成長。互勉。

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祝宗麒牧師 祝宗麒牧師

幼童崇拜幼童崇拜
    隨著學校恢復面授課堂，幼童崇拜已再次開展了﹗

老師會和幼兒一起唱詩歌及分享聖經故事，希望藉著不

同的聖經故事讓幼兒可以認識天父及愛主耶穌更深。

學生得獎

石家慧老師獲香港女童軍
總會頒發積極領袖獎。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莊尚軒
上午低班恩慈組  盧卓偉
上午高班仁愛組  黃緣康
獲選入圍「Easy Easy 好小事 2021-2022」活動

上午低班忍耐組  梁晉樂 獲得
KPCC 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高級級別 ( 卓越成績 )

KPCC 兒童普通話詩歌及散文朗誦評賞— 高級組 ( 一等榮譽 )

Cambridge Speech Assessment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 First Class Honours)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Starters (Distinction) **

上午幼兒班信實組 潘木菁 獲得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第 11 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2

幼兒組 西畫

香港賽區 - 銅獎

下午低班忍耐組   梁晉銘  獲得
Asia Kids  Talent-2022 1st  English Vocabulary 

Recognition Contest-Master Level A2- Distinction

Shine on Stage-2022 NAC 北美加拿大音樂節暨

國際音樂比賽 -Piano Kindergarten Class-Most 

Valued Performance 積極參與獎

下午高班喜樂組 許曉娜獲得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語文智能之第

三屆全港朗誦挑戰賽—幼稚園 K3 組

粵語朗誦—優異獎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1 幼兒獨誦—

粵語—優良獎

上午低班良善組
關泓安 獲得
「正向價值躍龍城填色比賽

—幼稚園組—優異獎」

上午高班喜樂組李曉潼 獲得
香港學界舞蹈音樂節群組 銅獎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幼童組 金獎

童樂夏季繪畫比賽兒童展 銀獎

下午高班喜樂組 鄧瀞妍 獲得
史丹福游泳學校 游泳比賽，五歲女子

組踢腳和自由泳，分別取得銀獎和優

異獎

編輯小組：楊玉華校監、黃智君校長、曾詠詩主任

頌頌主主篇篇

喜喜訊訊篇篇

Cambridge Speech Cambridge Speech 
Assessment Assessment 

Cambridge Starters Cambridge Starters 
photo photo 

KPCC KPCC 

在此祝賀，本園林葦琪老師
與何天牧先生新婚快樂。

宗教週宗教週——
追踨十架Adventure追踨十架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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