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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家長協助本園完成2017－2018年度「家長對幼兒中心的意見」
問卷，我們派出135份問卷，收回114份，家長給予的寶貴意見有助我們提
升服務質素，現統整了問卷資料作分析及回應。

1. 我清楚知道學校的辦學宗旨。 2. 學校重視我的意見。 3. 學校會讓我知道學校報告的內容。 4. 學校近年不斷進步，逐漸提升教學與照顧服務。平均值 4.16 4.09 4.18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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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家校溝通家校溝通家校溝通

5=非常滿意 4=滿意 3=中立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5. 學校提供均衡課程，讓我的子女發展多方面的潛能。 6. 學校能幫助我的子女建立閱讀興趣。 7. 學校能幫助我的子女養成良好品德。 8. 學校着意培養兒童的自我管理能力。 9. 學校所採用評估兒童的方法，能幫助我了解子女身心發展。 10. 學校經常向我報告子女的學習情況，讓我知悉他們的學習表現和發展。平均值 4.34 4.23 4.30 4.35 4.26 4.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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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的子女喜歡上學。 12.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濃厚興趣。 13. 我的子女對學習有自信。 14. 我的子女與同學相處融洽。平均值 4.24 4.17 4.03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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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表現兒童表現兒童表現兒童表現

5=非常滿意 4=滿意 3=中立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15. 學校的地方整潔衞生。 16. 學校的安全措施完善，能保障兒童和員工的安全。 17. 學校能適切關顧初入學及中途入學兒童。
18. 學校提供的活動能有效支援小一入學的兒童及其家長。

19. 學校能幫助我的子女解決身心發展和學習方面所遇到的問題。 20. 教師對我的子女態度友善。 21. 非教學人員（文員及職工）對我的子女態度友善。平均值 4.14 4.25 4.29 4.28 4.19 4.49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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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關顧兒童關顧兒童關顧兒童關顧

5=非常滿意 4=滿意 3=中立 2=不滿意 1=非常不滿意

22. 學校能安排切合家長需要的教育活動。 23. 學校能與家長建立夥伴關係，支援兒童成長。 24. 學校積極鼓勵家長參與學校的活動。 25. 我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 26. 我對學校有歸屬感。平均值 4.31 4.30 4.49 3.93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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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回應及跟進持份者問卷意見
在此先多謝各位家長對我們的讚賞、支持和鼓勵，並給予我們寶貴的
意見，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前邁進，至臻完善 !

1. 希望學校可在週末提供小一入學講座予低班學生家長，亦提供
多些關於小一入學資訊。

回應 : 學校明白家長對孩子升讀小學的關注，每年均會舉辦「選校講
座」及「小一適應講座」及「黃大仙區小學巡禮」予低班家長參加，
讓家長對子女升小學有更好的準備。另外，亦會為家長提供選校及填
表資訊，及邀請畢業生家長分享。由於配合不同家長的需要，故本校
的家長活動會分別安排於星期六及平日的放學時段進行，誠邀家長積
極參與。

2. 希望貴校能增加親子活動、入校參觀次數，以更了解幼兒的課
堂表現。

回應 : 本校每年會安排不同的親子活動，如旅行、戶外學習、運動會、
故事爸媽，亦與社工合辦不同的親子工作坊，鼓勵家長與幼兒參加。
此外，每年為各級家長舉辦家長觀課日、家長會，讓家長了解子女在
校的情況。本校除園訊、網頁外，亦已增設校園資訊站和家長手機程
式，定期播放幼兒的活動片段及資訊，加強與家長的溝通。

3. 可提早低班練字
回應 : 本校按教育局指引及幼兒發展階段，於初班及幼兒班安排不同的
寫前遊戲，為幼兒寫作好準備。如四冊寫前遊戲集、小寶寶動手做、
不同的小肌肉遊戲、書寫遊戲及藝術活動等，另外，亦會透過日常鼓
勵幼兒處理不同的事情及自我照顧，提升其手肌力、手眼協調、靈活
度等能力，為書寫奠下基礎。
待幼兒書寫能力漸漸成熟，本校會低班開始，安排幼兒循序漸進地書
寫中、英文字詞，至高班更會書寫及創作句子。透過有序的編排，日
常不同的活動，讓幼兒掌握書寫及運用文字的技巧。



新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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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鄧妙欣老師。第一年在
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園任
教，並作為肢體動感區的區長。

我很感恩能成為孩子的老師，與他們
一起學習，讓他們能在遊戲中學習，探索
新事物，引導他們思考，激發孩子的潛
能。最後亦希望幼兒每天都愉快地學習和
健康快樂地成長。

您們好！我是張美賢老師，大家
可以叫我Miss Cheung或是美賢老
師，本年度擔任D組的初班班主任。
很高興能加入這大家庭。

每位幼兒都是可愛及獨特的，希
望他們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習照顧
自己，無論在知識及態度上都有良好
的發展，期待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幼兒
帶著笑容回到學校，並在這裡與老師
一起成長，創造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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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張佳麗老師，很高興今年能成為K2A的班主
任，幼稚園是一個讓幼兒愉快學習的地方，亦是幼兒學習的黃

金時期，在年幼階段所接觸的事
物對其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希
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培養他們學習
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品德，也
讓幼兒成為一個有自信、勇於探
索和學習的人。

親愛的家長們，您們好！我是本年度加入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
幼稚園暨幼兒園的李思琪老師！歡迎大家叫我思琪老師。

很高興加入這個充滿喜樂的大家庭。每個小朋友
都是獨一無二，在成長路上，學校是他們第二個家，
期望往後的日子，我能以愛心、耐性和教學熱誠，
培育小朋友的知識、態度和技能。在接下來的時間，
希望與家長同心合作，讓小朋友愉快地成長！

另外，本校除了為人熟知的文員
枚姐姐之外，今年度亦聘請了一
位新文員－藍珈螢小姐，大家可
以稱呼她為藍姐姐。



幼兒班 – 探索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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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班－遊公園

嘩！被太陽
曬過的地方
都是熱刺刺
的！

公園裏面有很
多遊樂設施！
爸爸、媽媽，
我們下次一起
到公園玩耍。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院及
香港文教協會

高班－ Smart Stem Plus種子學校計劃

P.8

老師利用針筒、水、
水管，與我們做實驗，
很有趣呢！

爸爸、媽媽，等我回家
後也教你們玩吧！



特色便服日
「英雄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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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猜我們在扮演那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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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暨幼兒園
聯校藝術暨創新科技作品博覽

這是我們一起研習關於重力的成果呀！
考考你，用甚麼的物料可以使物件的下降速度減慢呢？

看看我們的畫作。

一同參觀及
操作其他學
校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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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搖控車更厲害？
當然是我！

只要利用不同的顏色筆畫出路徑，就可以
給予不同的指示車子行駛，很神奇呀！

專心聆聽指示，
設計出獨一無二的震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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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禮花絮

老師們在後台為我們裝扮得漂漂亮亮！

各項表演都很精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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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花絮

為了於聯校畢業典禮表演更完美，我們特意邀請青少年軍總會的教官
教授我們升旗的技巧。練習當天，更有官員來參觀我們的練習呢。

其後，升旗隊亦於學校
門外進行了升旗儀式。

終於到了表演當天，我們精神奕奕、自信滿滿地完成
升旗儀式，請給我們熱烈的掌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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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畢業典禮花絮

親愛的孩子們：
不經不覺已到了你們畢業的大日
子，祝福你們能幸福成長，並在
未來的日子裏能虛心學習，成為
一個愛護友伴、尊重他人的孩
子。



畢業班家長心聲

親愛的各位老師們：
您們好！由初班至高班的這段過程，

我本人非常多謝各級班主任的耐心教
導、引領裁培到現在小兒畢業了，謝
謝！

我和太太兩人萬分感謝易校長、
兩位主任、各位老師、枚姐姐、社工
張姑娘等，雖然未能盡錄，敬請見諒！

黎顥燐家長

感謝學校老師們的教育和關懷，在
這三年裏，凱凱學會了很多的知識，也
在不斷進步。
在幼稚園生活中，凱凱自理能力不斷提
升，相信這一切有賴於老師和校長的教
導。

同時，每次凱凱回家都很開心談學
校的事，能夠讓家長放心、安心地讓孩
子上學。離別在即，家長與孩子也不捨
得學校、不捨得各位老師。

希望日後升小一能從幼稚園裏的所
學的知識運用上，再次衷心感謝老師們
和校長的關心和照顧。

劉振凱家長

澄澄在學校生活不經不過已經四年了，由每天哭著不肯上學，到現在
說不想我們太早接她放學，在這幾年見她進步了很多，學習到怎樣和別人相
處、欣賞別人、自理能力等等……

尤其在澄澄濕疹嚴重的時候，很多老師都會主動關心她的近況及為她
搽潤膚霜，真是令我很感動。而當婆婆離世的時候，澄澄的情緒發生了問題，
她得到了老師及社工的協助，令她可以向我們說出心裏的感受、抒發不安的
情緒。

轉眼間，現在畢業了，真是不捨得，感激這段時間老師名校長對澄澄
生理及心理的照顧，令她慢慢地成長。

辛芷澄家長

親愛的易校長、老師、嬸嬸們：
您們好！詩雅在 貴校學習四年，每

一天放學都看見她很開心、很多問題發問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話題與我們談，一切
一切都証明你們每一位都很用心地教導、
啟發，使到詩雅能用心地聽教、遵守規則，
學習有禮貌、擁有耐性、愛心和同理心。

在此、非常感激各位在這四年間的
教導，祝學校桃李滿門、作育英才！

曾詩雅家長

幼兒即將離開幼稚園生活，感
謝學校和老師悉心教導、讓幼兒能從
愉快中學習及吸收知識。
首先，欣賞學校經常舉辦講座，

有助家長對子女的教導。其次、學校
中的高、低混齡學習上課，可以讓小
朋友學習如何照顧幼小。 謝謝！

沈頌雯家長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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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匆匆過去，伊蕾快要離開幼稚園升上小學迎接新的挑戰了。
在此，我衷心感謝幼稚園的每位嬸嬸、書記、老師及易校長對伊蕾一直

以來悉心照顧及教導，使個性敏感的她能順利展開幼稚園的生活、穩定健康地
成長。讓她擁有一段愉快的學前教育，也讓我能無後顧之憂的安心工作。

再次衷心感謝幼稚園全體教職員無私的愛，辛勤的工作和真心的付出。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更祝願所有畢業的孩子們，從這裡出發，信心
十足地展開另一個新的階段。

黃伊蕾家長

很幸運皓迅能在這裡渡過三年開心愉快的幼稚園生活，在校園裏有
各個不同的學習區域，讓孩子的各方面都得到發展和進步，也透過校園內
舉辦的各種活動了解不同的節日，同時也有不少的戶外活動和親子活動，
讓孩子的校園生活多姿多彩！十分欣賞園內的眾多不同類型的教具，讓孩
子在玩樂中學習，增加了學習興趣。

十分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嬸嬸的愛心關懷和悉心教導，以及生活
上的照顧，孩子在園內的生活和學習都很開心！也為孩子進入小學打好基
礎，做好了準備！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其他工作人員為孩子所作的努力，
祝福大家工作愉快，身體健康！也祝學校越辦越好！謝謝！

梁皓迅家長

非常好！多謝校長、兩位主任、
各位老師、嬸嬸、枚姐姐。兒子於四年
裏不斷成長，由白紙到現在所擁有的學
習知識，感激各位。

劉諾謙家長

畢業了，要離開充滿溫暖的校園
了。作為一位家長的我真我有點不捨和
憂慮，因為孩子即將要面對新的開始、
新的挑戰，不再是幼苗般被老師呵護備
至，自己開始獨立成長了！

四年的幼稚園生活中，雙雙得到
老師愛護和耐心指導下茁壯成長，建立
獨特的一面，思想品德身心發展得到全
面的發展，在學校過了一個充滿快樂的、
多姿多采的幼稚園校園生活。感謝校長、
感謝老師及嬸嬸們！祝福學校越辦越好、
永遠朝氣蓬勃、桃李滿天下！

鄭寶雙家長

轉眼間就四年，看到畢業禮播放的片段，好自然一幕幕的情景在腦海
中浮現，小小的熹彤由當初甚麼都不懂到現在很多事情都會懂、更學會了禮
貌、尊敬師長、愛護同伴及自理等等。十分多謝老師多年來的悉心照顧，亦
多謝嬸嬸做的飯菜，我相信熹彤會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很快又會去到另一新學校，學習不同的事物，開始人生的另一階段……
在此，祝願校長、各位老師、嬸嬸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我們有時間

都一定會回校探望你們！
陳熹彤家長

在這四年間，我看到的是每位老師的
悉心教導，當遇到有問題時，就會約家長
一起解決問題，細心又盡責，謝謝老師們
對我孩子的教導，令他成長了不少謝謝！

謝諾希家長



陳汶瑫家長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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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活動日期 學習活動 親子活動 /家長活動

9月

K3參觀圖書館 K3家長會
K2機電安全講座 K2家長會
中秋節提燈會
國慶升旗禮

10月
萬聖節暨9,10月生日會

親子郊遊樂
參觀-兒童科學探索

11月 教師發展日

各位家長如對本園服務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與本園職員聯絡或來涵。
您的意見有助提升服務質素，令服務達至臻善，多謝支持！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園聯絡人：易愛玲校長電話：2327 7561 傳真：2350 6896電郵：tszwanshan@poleungkuk.org.hk地址：慈雲山慈民邨民泰樓1,2,5-12號地下

幼兒服務 延展服務 暫託服務兼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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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