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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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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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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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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艷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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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服務宗旨 

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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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S服務 

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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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校團隊 

(左起)談鳳閑姐姐、羅心愛姐姐、 

張素梅姐姐、陳小燕姐姐、李佩玲姐姐 

梁穎媚老師、陳儀老師、胡嘉倩老師 

林國珊文員、蘇嘉麗文員 

袁靜儀老師、吳嘉鳳老師、馬顯琛老師 

鄺靜嫻主任、王艷玲校長、陸嘉慧主任 

陳淑珍老師、鄭汝佩老師、胡嘉穎老師 

 

魏小英老師、盧昭明老師、陳翠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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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分享 

肢體藝術及動感區 

視覺藝術區 

為培養幼兒的自主及自發性學

習，本校推行空間教學法（Space 

Approach）。透過開放式的環境

佈置及放置配合不同年齡的設備

及教具，提昇幼兒間的互動，讓

幼兒能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

活動。 

我們在肢體藝術及動感區內會進行音樂律動、奧福遊戲、技巧訓練及集體遊戲等，從而令 

我們在體能及音樂方面有全面而多元化的發展。 

我們在區內會進行不同的藝術活動，如繪畫坊、創意坊、雕塑坊、光影樂園等，

讓我們能透過不同的媒介發揮創意。 4 



 

  

探索區 

我們會在探索區操作識數、科學、STEM教具及觀察動植物等，從小培養我們探索的 

精神、建立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為提升幼兒聽、說、讀、寫的能力，培養幼兒對學習語文的興趣，我們會在傳情

達意區操作小手肌、中英文教具、閱讀圖書、聆聽兒歌及書寫心意卡等活動。 

 

傳情達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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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社工服務 

《逆境自強》生命教育計劃 

本園將展開《逆境自強》生命教育計劃。計劃以正向教育為本， 

透過體驗式的品格培育，提升幼兒及其家庭面對逆境的能力， 

讓幼兒成為更有自信和獨立的孩子。 

本計劃旨在以「品德、逆境、正向」作為三大方向，幫助幼兒與其家庭建立正面

內在資源，以提升面對逆境時的應對能力。透過體驗式小組活動及個別家庭指導，

以六大主題，包括：希望感、堅毅、感恩、熱情、團隊合作及自我調節能力，培

育幼兒及其家長在各個幸福元素，從而提升幼兒抗逆力。 

計劃以三種支援服務形式進行，包括：家長教練小組 (Parent Coaching Group)、

個別家庭指導服務  (Individual Family Coaching)及  抗逆家居練習 

(Strength-Building Home Exercises)。每一個參與家庭將獲安排六節家長教

練小組、並按個別家庭需要，提供個別家庭指導服務及一系列抗逆家居練習。 



 

  

保良局幼兒服務 

手機 APPS「家校角」介紹 

手機 APPS「家校角」(下稱手機 APPS)是學校向

家長發放不同資訊（回條、學校消息、校園電視

台）的重要渠道，請大家細心閱讀以下介紹。 

完成帳戶註冊後，請以「手機號碼」或「帳號」登入系統。 

首次登入的用戶可於「註冊帳號」輸入預設帳戶來建立新帳戶。 

1.請輸入手機號碼 2.請輸入短訊驗證碼碼 3.請輸入用戶姓名及密 

碼，以完成帳戶設置 

恭喜你，你已完成帳戶註冊。 

以「手機號碼」登入： 

請輸入手機號及密碼，

然後按登入。 

以「帳號」登入： 

請輸入帳號及密碼，

然後按登入。 

方法一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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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左上方三橫圖示的

按鈕打開「功能列」。 

按下按鈕後會展開一列功能表以供

選擇，如學校消息、家長回條、校

園電視台。 

登入系統後，你可透過功能表查看學校發放的不同資訊。 

1 2 

3 

 

家長可於「手機 APPS」中

查看家長回條、學校消息、校園

電視台等。 

而在各板面的上方均設有一

個「搜索」欄，家長可輸入通告

編號進行搜索。 

 



 

  

學校十分重視幼兒的品德發展，今年學校以「正向思維」為主要關注項目，透過體驗式活動、

故事、遊戲、獎勵計劃、延伸活動等，培養幼兒感恩、珍惜、堅毅、樂觀的正向生活態度。 

教師方面： 

- 參與「正向教育發展計劃」，提升教師的心理健康及於日常應用正向教育的技巧。 

- 設立「教職員讚賞冊」，讓教師之間互相欣賞，營造及建立正向的校園文化。 

- 安排「同儕觀課」，互相學習不同的正向教育實踐技巧，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家長方面： 

- 舉行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在家推行的技巧。 

- 透過幸福蜜語，讓家長記錄值得感恩或欣賞的事，營造正向校園。 

- 舉行親子活動、工作坊及家長觀課，讓家長更具體掌握正向教育的方法。 

- 透過與社工合作的計劃，為有需要家庭提供個別家長指導，提升家長親子溝通及管教

效能，培養正向教育。 

- 定期舉行感恩成長系列-小組家長分享會，讓家長與老師作出分享，學習欣賞幼兒，

交流正向教育的心德。 

- 舉辦家長閱讀工作坊，幫助家長了解親子伴讀的目的和技巧，培養幼兒正向品格。 

於 2019-2020年度，本校更成功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增購

更多類型的圖書、設備等，以助推行以下多元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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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方面： 

- 透過品德故事、新聞分享等，鍛鍊幼兒正向品格核心能力。 

- 透過品德閱讀週，讓品德元素由學校擴展到家中。 

- 安排貧富餐、親子感恩生日會、敬師活動及品格日，讓幼兒學會欣賞及感恩身邊 

的人為自己所做的一切。 

- 推行幸福幼苗、愛心小天使等獎勵計劃，讓幼兒將不同的正向品格目標內化成為 

習慣。 

- 安排幼兒參觀正向品格體驗館、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PLAYRIGHT萬象館等，讓幼兒透過

遊歷及實踐，體驗人與人之間的正面互動，讓正能量在校內或社區擴展散。 

- 透過「如果我是挪亞」、「小丁丁故事屋」、生命號、PLAYRIGHT樂無窮、親親融融兒童故

事坊「獨特的我」活動、《小海螺與大鯨魚》教育劇場等，學習正向品德元素。 

- 「果籽園丁」閱讀計劃讓幼兒與家人透過閱讀不同的品德故事，從而建立幼兒的正向思

維。 

基礎 

 

進階 

 

「果籽園丁」閱讀計劃 

圖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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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幼苗」培育計劃  

為培養幼兒正面和積極的價值觀，讓每位

幼兒都有機會實踐為他人服務等愛心行

為，從而提升自我形象，故學校將推行「幸

福幼苗」培育計劃。 

計劃推行方法 

- 「幸福幼苗」培育計劃將於 10月份開始，每月均設有不同的正向行為目標。 

- 在每月月尾，老師將派發下月所需之星章予家長，若幼兒能夠

在校內及家中每天都做到該月的正向行為，老師和家人便會分

別給予其一個星章，以示鼓勵。 

- 每當幼兒集齊 10個星章，便可於星期五放學時向老師

換取代幣一枚，以作扭蛋之用，一枚代幣可扭蛋一次。 

- 學校每逢親子借圖書日會開放扭蛋機，幼兒每次最

多可扭蛋兩次，獲得星章的數量越多，可換取到的

代幣便會越多，而每月剩下的星章亦可留於下月之

用。扭蛋內會有「幸福幼苗」限量襟章或該月水果

公仔匙扣。 

 



 

  

「果籽園丁」閱讀計劃圖書推介 

書名：我學會互相幫忙        

出版社：小樹苗 

簡介：今天是運動會，帕歐和朋友們都

有參加哦！大家都很有精神，為

自己的隊伍加油。 

書名：我不要跟你玩了  

出版社：小魯文化 

簡介：大毛熊五歲了，這一回，他在遊

戲與爭吵中，還要學習怎麼

「玩」，怎樣與人合作。 

書名：就像你一樣你也可以做得到!   

出版社：童夢館 

簡介：透過書中可愛的動物們，讓孩子

了解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建立孩

子的自信心，積極面對。 

書名：山姆和瓦森我有自信  

出版社：米奇巴克 

簡介：小時候，我們會覺得有些困難是沒有辦

法克服的…游泳好難，閱讀好難，跳繩

子也好難! 幸好，山姆和貓咪瓦森知道，

要克服困難的秘訣，就是擁有自信。 

學校配合每月不同的品德主題，為幼兒挑選了 20本不

同的品德圖書，並錄製相關故事影片，每月初均會上載

到校園電視台，讓幼兒和家長在家進行親子閱讀。 

連結力 

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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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好爸媽和孩子讀好書        

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簡介：此書會告訴你： 

＊兒童圖書的主要功能 

＊兒童不同成長階段的閱讀心理和需求 

＊兒童圖書的分類和特點 

＊怎樣給不同年齡的兒童選擇合適的圖書 

書名：向扭計說不  

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簡介：在人來人往的街上，一個孩子在狂哭、大叫、

賴在地上不肯走；在酒樓裡，一個外傭在追着

孩子餵飯，跑個不停；在百貨公司裏，有個孩

子在咬牙切齒地用力捶打媽媽……你有遇見

過這樣的情景嗎？還是這是你的親身經歷？ 

書名：父母這樣做：自信孩子成就正面   

出版社：天窗出版社 

簡介：此書收錄了跟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ADHD）孩子的相處之道，讓大家加深

對 ADHD孩子的認識和了解。 

書名：0-3歲父母安心育兒：給對愛就不怕寵壞 

出版社：和平國際 

簡介：作者以兒童心理的專業角度，提出了「給對愛就不

怕寵壞」的安心育兒之道，指引父母如何以正確態

度面對彼此的「第一次」，如何給對孩子適切回應，

察覺孩子的真實需求，找回寬心教養的力量。 
13 



 

  

疫 情 下 
開課預備 

我們為幼兒準備清潔衛生的學習環

境，為開學作預備，並一起說聲：「保

良局觀塘幼稚園暨幼兒園歡迎你！」 

於復課前，學校已為校內所有幼 

兒能觸及的物品噴灑"GERMAGIC” 
長效殺菌塗層噴霧作消毒。 

消毒潔手 

啫喱機 
電子探熱機 

在抗疫期間，學校一直為你們準備一個清潔

衛生的學習環境，讓你們復課時能於一個開

心、安心的校園環境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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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人數 

天主教佑華小學 8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5 

觀塘官立小學  3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2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2 

佛教慈敬學校 2 

觀塘官立小學 (秀明道) 2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1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小學 1 

路德會聖馬太小學 (秀茂坪) 1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1 

學校名稱 人數 

香港道教聯合會玄圓學院 

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1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1 

路德會聖馬太小學 1 

秀明小學 1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1 

佐敦谷聖若瑟天主教小學 1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1 

聖若瑟英文小學 1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1 

聖安當小學 1 

聖公會基樂小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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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名志願 自行分配 其他志願

2019-2020年度小一派位情況

2019-2020年度高

班小一派位情況 

2019-2020年度小一派位

情況十分理想，有 92％的

幼兒能派到首三名志願。家

長和幼兒都滿意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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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活動花絮 

2020-2021年度 

新學年家長會 

校長、主任正為家長們講解學校發展計劃、

幼兒課程及上學前的預備，讓家長更清晰了

解學校發展。 

小一選校 

家長簡介會 

家長都踴躍參與是次家長會，且積

極發問問題，可見家長十分投入！ 

校長、主任正為家長們講解申請小

學時的注意事項。家長十分認真聆

聽，齊為幼兒上小學作好準備。 



 

  

快樂小蜜蜂 

制服團隊 

 
活動目的: 

提供幼兒一些簡單的社會和健康常

識，培養他們對社會認知及良好的

生活習慣和自理能力。 
 

發展幼兒自我身體協調和群體生活

的能力。 
 

增強幼兒對活動的積極參與興趣，

從而提升幼兒的活潑、開朗、勇

敢、克服困難，遵守紀律等優質 

的品格。 

 

九龍第 71隊 

快樂小蜜蜂 
恭喜各位銀章隊員將會晉升成為金章隊員。 

 

2020-2021年度 
「快樂小蜜蜂」 

為他人設想 

 

本年度是第十二屆「快樂小蜜蜂」，今年除了以八大鋼

領為活動基礎，同時亦會配合各項的品德元素，培養正

向品德。在 2020年 11月將開展第 12屆「快樂小蜜蜂」

活動。我們會於逢星期三進行「快樂小蜜蜂」集會外，

亦會於 2020年 11月、12月及 2021年 1月、3月、5

月進行「Happy Saturday」的集會活動，透過活動培養

幼兒的良好品德。 

17 



 

  

恭喜本校畢業生甘浩林

於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學院陳呂重德得紀念學

校取得全班第五佳績！ 

畢業生喜訊 

恭喜本校畢業生盧思行

於漢華中學（小學部）在

各科均能表現優良，並

取得四項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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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透視鏡

 

 
10月 11月 

全  校 9/10 Sow Good家長工作坊 

23/10香港品格日啟動禮 

2/11-22/1 親子愛牙計劃 

5/11   流感疫苗注射 

高  班 16/10「煙草 OUT健康 IN」互動劇場 

23/10 小丁丁故事屋到校活動 

4/11小蜜蜂開展禮 

13/11品格遊歷初體驗活動 

27/11萬象館大玩團 

低  班 9/10親親融融兒童故事坊 

《獨特的我》 

23/10 小丁丁故事屋到校活動 

4/11小蜜蜂開展禮 

13/11 品格遊歷初體驗活動 

27/11 萬象館大玩團 

幼兒班 23/10 動物運動會 27/11 神奇的魔法 

初  班 23/10 猜猜我是誰 27/11 我愛搭車車 

家長對孩子的正面評價 

各位家長，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好行為值得欣賞？請寫在下列的橫線上，以表

示欣賞孩子的良好行為吧！ 

我欣賞孩子能做到...... 

                                                                                 

                                                                                 

家長對學校/老師的正面評價 

 請你在橫線上寫下你認為學校/老師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我欣賞學校/老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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