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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SQS服務質素標準 

 在管理及提供服務方面，「服務質素標準」訂明了福利服務
單位應具備的質素水平。「服務質素標準」乃依據以下四項原
則釐定，而這些原則列出了福利服務的核心價值︰ 
 明確界定服務的宗旨和目標，運作形式應予公開； 
 有效管理資源，答理方法應靈活變通、不斷創新及持續改

善服務質素； 
 鑑定並滿足服務使用者特定需要；以及 
 尊重服務使用者的權利 

 
 
 
現時共有十六項「服務質素標準」，每項「服務質素標準」

均有一套「準則」及「評估指標」說明。這些「準則」及「評
估指標」均為一般性基本要求，服務營辦機構可根據各要求，
以合適的方法應用個別服務類別或服務單位中，符合所有及
「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今期先為大家介紹四個標準。 

 
 
 

標準 1 
服務單位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標和提供
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 2 
服務單位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標準 3 
服務單位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曼新準確記錄。 
標準 4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 / 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
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宗旨︰ 

配合社會與家庭的需要，提供多元化幼兒的服務，使幼兒獲得 

優質的照顧與教育。 

 

目標︰ 

1. 提供悉心及妥善的照顧與關懷，讓幼兒在愛心下健康成長。 

2. 讓幼兒在富啟發性的環境下，培養其探索及自學精神，為終身 

學習奠基。 

3. 根據幼兒發展需要，定時檢討跟進，設計以幼兒為本之課程， 

幫助他們全面發展。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P.2 



2010-2011 年度畢業生胡以茜成績優異，考獲全級第一名，更獲秀明小學提名參加觀

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榮獲 2015/16 年度學校提名獎，恭喜！恭喜！。 

P.11 

2014-2015 年度畢業生唐嘉寶升

讀天主教佑華小學成績優良，榮獲

班際數學速算比賽亞軍，以及全港

小學生階梯閱讀空間網上閱讀大

賽 2016「校內最傑出學生銅獎」。 

 



 

 

 

 

 

 

 

 

 

2014-2015 年度畢業生蕭浩沖升讀觀塘官立小學成績優異，考獲全級第一名。 

 

P.12 

2014-2015 年度畢業生梁卓銘升

讀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成

績優異，考獲全級第五名，榮獲全

級英文優良獎(第十九名)及全級數

學優良獎(第十二名)。 



 

 

 

 

 

 

 

P.5 

駐駐校校社社工工：：   何碧琪姑娘 

駐駐校校日日期期：：   逢星期五 

提提供供服服務務：：    學生及家長之個別輔導、小組及講座等  
 

如果您在管教子女、親子關係、家庭溝通等方面有任何疑難， 

歡迎親臨或致電學校與我傾談，期待與您的會面！ 

學校社工除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個別輔導外，亦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小組、講座和工作

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學學生生組組別別  

  「我有好品格」學生小組 (低班)  

  「我有好品格」學生小組 (高班)  
 

家家長長組組別別  

 10 月 「教仔有理」家長講座 

「情緒親一親」家長講座 

 11-12 月 「孩子有品」家長講座 

 11/16-1/17 「第四屆教兒樂」家長培訓課程 

 6 月  「大個仔大個女」升小一入學適 

應家長講座 

 

「

情緒

親一

親」

家長

講座 

    

  「我有好品格」學生小組 (高班)  
 

親親子子組組別別  
 11 月  「美好風光之旅：親子遊戲」 

兒兒童童安安全全計計劃劃  

  10 月、2 月、4 月、8 月 (星期五黃昏)  

  主題：管教、玩具安全、性教育、生命教育  

  此此計計劃劃由由社社會會福福利利署署撥撥款款津津貼貼，，同同時時歡歡迎迎觀觀塘塘區區內內的的幼幼兒兒家家長長一一起起參參與與！！  



 
 

1. 作出實際又可達到的期望  (Realistic expectation) 

行動比說教更有影響力，雖然幼兒未必會即時模仿你的行為，但在不知不覺中已被潛移默化，因此父

母要言行一致，以身教體現你希望孩子學習的品德。 
 

2. 給孩子關注與讚賞  (Recognition) 

為孩子訂下一些他可以達到的目標，使他明白要求的準則，朝著目標而努力。舉例來說，一個三歲的

幼兒需要你的引導，要你重複地去執行堅定一致的規則，才會學懂怎樣跟其他孩子和諧共處。 

 

3. 運用行為獎勵表  (Reward) 

平日多一點留意孩子適當的行為，並作出欣賞和讚許，他再做那些行為的機會自然會增加，清楚地讓

孩子知道你讚許他甚麼行為：「謝謝你在我用電話時可以安靜地玩。」 

 

4. 以身作則  (Role modeling) 

行為獎勵表可以激勵孩子，當孩子能夠完成訂立的目標，例如：控制情緒或是幫忙做家務，你便可以獎

他一個貼紙，同時稱讚他。當他在一段特定的短時期內能夠經常達到目標，可以給他一件他喜歡的小獎

賞，令該好行為持續下去的機會增加，請留意這項並不適合長期使用。 

 

 

參考：衛生署 家庭健康服務部 

 

 

 

 

 

 

 

P.6 

「教仔有理」家長講座，由駐校社工何姑娘負責，分享正面的管教方法，包括：訂立基本

規則、欣賞和讚賞、獎勵表等，以有建設和不傷害孩子的方法，建立子女良好的行為。 
 

家長們認真地聆聽和學習！     當日的出席非常踴躍！ 
 



  

 

 

 

 

P.4 

我們的團隊 

吳嘉鳳老師 張慧心老師 

黃靜嫻校長 王艷玲主任 

林淑貞老師 陸嘉慧老師 

陳淑珍老師 馬穎琪老師 梁穎媚老師 魏小英老師 劉嘉敏老師 陳翠雯老師 

周芷茵老師 唐智翠老師 劉惠冰姑娘 梁靜雯老師 

李佩玲嬸嬸 談鳳閑嬸嬸 楊蘭芳嬸嬸 巫煒君嬸嬸 何婉芬嬸嬸 



 

 

 

 

 

除了繪畫自己獨特的外貌外，我們還把自己的生日日

期和喜歡的東西記錄在名片上，看我們多認真！ 
動物面具大製作 

奇妙的我 

不一樣的我 

最後我們利用小鏡子仔細觀察自己在成長

後的樣貌，並在畫紙上畫上自己的樣貌。 

我們仔細地將同伴小時候及長大後的模

樣進行對比，發現大家都不一樣了，有

的高了、有的頭髮長了，更有的學會寫

字、跑步、做家務等等。 

我們正在繪畫自畫像呢！ 

我們正在動物面具上繪畫上不同的五官

和斑紋，設計出獨一無二的動物面具。 

我們正在分享自己設計的動物面具，並

模仿牠們的叫聲和姿態呢！ 
P.14 



 

 

 

 

 

區角開放日 

動物大變身 

校園生活真開心 

P.13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音樂響起來了，我們便開始隨音樂傳球，體驗集體遊戲的樂趣！ 

當音樂停止時，接到球的友伴便

向我們介紹自己的名字和年

齡，加深彼此的認識。 

我們一起變身成小豬在地上爬

及「OINK OINK」叫。 

老師與我們分享動物故事書，讓

我們清楚知道動物的外型特徵。 

每天老師也會給我們說故事，看我們都

很留心聆聽及回答老師的問題呢！ 

我們一起參觀視覺藝術區，看看哥哥

姐姐在區內做什麼。 



 

 

 

 

 

歡迎到我家 

普天同樂賀國慶 

P.15 

我們在視覺藝術區設計相框、創作紙杯小人及搓弄可愛

的麵粉糰公仔，大家都投入在活動中呢！ 

上學的第一天，大家都充滿好奇呢！讓

我們一起歡迎新朋友吧！HELLO！ 
我們在傳情達意區內串了一條美麗的

手鍊，還設計了一把七彩繽紛的扇子

呢！真好看啊！ 

我們在視覺藝術區內設計了一面

美麗的國旗呢！真好看啊！ 我們還拍照留念呢！ 



 

 

 

 中秋賞月慶團圓 

愛飾動物日 

P.16 

我們穿著不同的動物圖案

衣服，齊來參與「愛飾動物

日」的活動。 

 

我們能夠運用不同的肢體動作來扮演小動物的形態。 

 

我們利用畫面顏料在臉上及手上繪畫動物的樣子。 

 

我們在視覺藝術區內製作獨一無二的小燈籠。 

 

在肢體藝術及動感區，大家互相欣賞同伴帶來之小花燈。 

 

透過慶祝活動，讓我們認識到中秋節的

來源和應節的食物，感受歡樂的節日氣

氛，並且享受與人分享的樂趣。 

 



P.17 

幼兒的可愛造型真是打扮得維妙維肖，一起來張大合

照，123 Yeah! 

幼兒與同伴一起進行「Trick or Treat !」討糖果的小遊戲，嘅開心又好玩! 

Happy Halloween 



P.7 

現代的家長較重視孩子的學術成就，卻往往容易忽視了對孩子的品德培育。而本校

較大部份幼兒為獨生子女，他們在與人相處時，會多以自己的觀點出發，較少考慮

別人的感受。有見及此，學校將於本年度推行「提升幼兒品德及正向價值觀」計劃，

有助幼兒知道尊重別人或幫助別人的重要性，計劃將秉持「保良精神」的信念，讓

幼兒透過不同的故事，學習奉獻、團結、感恩、尊重、行善及愛心等德育行為，並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活動目的 
 

幼兒方面︰ 

*幼兒能養成良好的品德行為、懂得欣賞

及感恩的態度，建立正向的社會價值觀。 

家長方面︰ 

*提升家長對品德教育的認知，培育幼兒

良好品德，鞏固幼兒在成長過程中的正向

社會行為。 計劃內容 
 

幼兒方面︰ 
*透過六個不同主題的德育故事，以相關

的延伸活動加強幼兒理解和掌握內容。 

*推行多元化活動︰設「欣賞角」、舉行「親

親大自然」及「美好香港」畫展等，以建

立互相尊重及欣賞的文化 

*戲劇巡迴展～幼兒在角色扮演中體現掌

握良好品息行為 

家長方面︰ 

*推行家長講座、品德教育家長工作坊、   

 感恩知德親子工作坊等 



 

 

 

 

 

P.8 

    何謂「品德教育」？現今的家長很重視孩子的學術成就，卻往往忽視了

對孩子的品德培育，致使一些良好品德如誠實、守信、尊重、禮貌、勤奮、

責任、公正、關愛等重要的品格逐漸被削弱。其實，人的道德品格的養成是

從零歲開始的，嬰幼兒期是品格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期。因此我們要把握這個

黃金時間培育幼兒的良好品德。 

    為配合全人教育之發展，本校亦以「品德教育」為持續發展之目標。於

今個學年推行一連串有關「品德」的活動，其中包括「品德小先鋒」獎勵計

劃、德育故事分享、親子慈善活動、親子品德工作坊等。 

 

 

  

親子賣旗日 

為推動親子品德教育，保良局設計了 6 本德育

故事書，希望藉著親子閱讀德育故事書，從而

鼓勵家長與幼兒一起培養良好的品德。 

 

賣旗是行善助人的好行為，於 2016 年 9 月 3 日各

家長與幼兒落力地參與賣旗活動，親身體驗行善助人

的樂趣。 

 



1 

 

 

 

 

P.9 

    為讓幼兒認識個人品格在成長中的重要性，我們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舉行了「香

港品格日」活動，透過短片、感恩瓶、感恩你我他等活動，具體告知幼兒有良好品德之好處，

如何表現有禮之行為等，從小培養幼兒的品格素質，讓幼兒知道「感恩」的意義。 

 

 

  

在「品格樹」上蓋上手指摸印，讓我們為自己的行動許下承諾，從而努力達致目標。 

 

校長為我們頒發「品德小先鋒」小冊子，並鼓勵我們努力達到每個月之品德目標，讓我們明白個

人品格在成長中的重要性。 

 

藉著「感恩你我他」的遊戲，讓我們說出日常生活中值得感

恩的人和事，從而讓我們加深對「感恩」的認識。 

 

我們高班和低班在進行「感恩瓶」

遊戲，藉此理解「感恩」的意義。 



 

 

 

 

 

P.10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創意、藝術對幼兒發展有好處，上年家長亦積極參與，因此本年度會繼

續舉辦「親子視藝工作坊」，並於校內不同活動滲入藝術元素。同時，為推

動創意藝術及全人的發展，本校會持續發展幼兒的創意美感，並讓低、高

班的幼兒參與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辨的「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從而鼓勵

家長以欣賞的態度讚賞孩子的藝術表現，及幼兒的創意潛能得以發揮。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網址：http://hkseaorghk.wixsite.com/csas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是一項透過藝術活動，鼓勵學童

自發參與的獎勵計劃，需要學校及家長的支持，並協助

幼兒建立藝術的「學習檔案」。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是一項普及的藝術教育推廣計

劃，策劃者希望讓所有參與者都獲得不同程度的獎勵，

例如：樂意參與的幼兒，會由教師蓋上鼓勵章；表現優

異的幼兒，教師可為他們蓋上銅章或銀章，以示嘉許；

表現卓越的幼兒，教師更可推薦他們參與一年一度公開

的金章選拔，以確認學童的藝術潛能。 

金章 銀章 銅章 



 

 

 

 

 

 

 

P.18 

親子環保立體蛋糕設計比賽 
 

主題：慶祝學校創校三十週年 

物料：環保物料為主 

繳交作品日期：3-3-2017(五) 

作品尺寸：不限 

本年度學校正式踏入三十週年，由 1987 年開始，本校致力為

觀塘區內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日間照顧及教育服

務。 

我們身為學校的一份子，很高興能與學校一起分享三十週年的

喜悅，現舉辨「親子環保立體蛋糕設計比賽」，所有參賽作品均會於

創校三十週年當日(17/3/2017)於校內作展覽。 
 



各位家長如對本園服務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與本校職員聯絡或來函。您的

意見有助提升服務質素，令服務達至臻善，多謝支持！ 
 
保良局觀塘幼稚園暨幼兒園 

聯絡人:黃靜嫻校長 

電話:2727 1405     傳真:2349 7153                

電郵:kwuntong@poleungkuk.org.hk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桃樓 21-34 號平台 
 
保良局總部 

聯絡人:助理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幼兒服務)                  

電話:2277 8219     傳真:2504 1996 

電郵:childcare@poleungkuk.org.hk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66 號 

 

 

 

 

 

 12 月 1 月 2 月 

全校 

23/12  親子聖誕競技 

       運動日 

14/1      12、1 及 2 月親子 

          感恩生日慶祝會暨 

          奔躍講座 

16/1-27/1 英語 FUN FUN FUN 

27/1      金雞獻瑞慶團年 

24/2 甜甜蜜蜜樂滿紛 

高班 

22/12  機電安全講座 6/1   親子品德工作坊 

13/1  參觀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13/1  綠綠無窮布偶劇  

25/1  美好風光之旅─ 

      濕地公園樂悠遊  

24/2  我是理財小天使 

25/2  香港女童軍百周年 

      大會操暨嘉年華 

低班 

30/12  參觀秀茂坪 

       交通安全城 

 

6/1   親子品德工作坊 

13/1  綠綠無窮布偶劇 

20/1  遊覽金紫荊廣場 

16/2  我是健康小廚師 

25/2  香港女童軍百周年 

大會操暨嘉年華 

幼兒班 
2/12   參觀觀塘海濱 

       公園 

13/1  齊來吃火鍋 23/2  我是小司機 

初班 
2/12   環保購物袋 13/1  我「家」樂滿紛 

 

17/2  探訪同伴家 

23/2  我愛吃雞蛋 

活動透視鏡 

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