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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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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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服務宗旨 

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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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5 
服務單位/機構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展、訓練、評估、

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

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 7 

服務單位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服務單位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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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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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兒童眼科計劃」調查顯示，

近年 6歲兒童近視比率達 11.4%，冠絕其

他國家，情況令人擔憂。有見及此，我們

邀請「香港護眼」眼科視光師何柱榮先生

為家長舉辦「兒童視覺問題及護眼常識」

家長講座，讓家長認識常見的幼兒眼睛毛

病、成因及預防眼睛毛病的方法。 

社    工：葉曉薇姑娘 

駐校日期：逢星期五 

提供服務：學生及家長之個別輔導小組、

親子活動、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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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進行戶外活動 

2.每日看螢幕不超過 1 小時 

護眼小貼士 

駐校社工服務 



     
 

為培養幼兒正面和積極的價值觀，「幸福幼苗」培育計劃於 2020 年 10 月

份正式開始，學校更特意於每月設定不同的正向行為目標，並為正向果子設計

限量襟章，讓每一位成功達到該行為目標，且集齊 10 個或以上星章的幼兒，

於星期五放學時換領代幣以作扭蛋，幼兒都很期待每星期的扭蛋機會呢！ 

12 月 

2 月 
1 月 

3 月 5 月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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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Out健康

In」互動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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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模仿故事主角-噴火龍，

並扮演表達情緒的正確方法，

如：深呼吸、適當「哭泣」等。 

毛毛姐姐及 BELL 姐姐的故事分享，讓我們明白共融概念，了解每個人也是獨一無二的，彼此要

互相尊重及接納他人。我們也完成一個《獨特的我》紙袋小人呢！ 

我們一起齊跳「煙草 NO NO健康操」，並承諾成為禁煙小天使，

宣揚無煙訊息，愛惜自己，愛惜他人。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親親‧融融

兒童故事坊》 

 



  

透過故事《好吃的蛋糕》，我們知道團結就是力量，只要同心協力就可以完成目標。 

大家都積極與同伴一起參

與各項遊戲，如：齊齊打鼓、

魚仔游過來、齊來蓋房子，

體驗遊戲帶來的正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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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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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社工張敏彤姑娘為家長舉辦「有品家庭」家長講座。透過解說和分享，讓家長學習

如何在家中培養幼兒良好品德行為，提升家長正向管教技巧，建立健康的親子關係。 

學校與「正向品格教育館」合作，舉辦「同步成長」正向家長講座活動，讓家長認識幼兒的成

長心態、正向品格核心能力、成長心態的形成與轉換，培養幼兒正向思維，推動正向品格教育。 

學校為家長推行講座、親子工作坊、和成果分享會等，令家長更深入了解培

養幼兒德育發展的重要性及學校推動品德計劃的整體內容。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同步成長」 

家長講座 

 

「有品家庭」 

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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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互相分享育兒心得、不同

的育兒方法及策略，不論失敗或

成功，亦互相欣賞，一同學習以

正向的方法培育幼兒成長。 

老師以影片形式分享幼兒由開學至今

的活動情況，讓家長了解幼兒在校情

況，體會幼兒一點一滴的成長。 

家長們專心聆聽老師對每一

位幼兒的欣賞，並感謝老師

的用心教導，很感恩看到幼

兒的進步。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感恩成長系列 

小組家長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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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感恩語句節錄 

欣賞小朋友在疫情期間學懂了自律，幼兒能夠自行安排時

間進行各類活動，例如他會先行完成功課，然後才玩耍。 

欣賞幼兒在家中也能保持好學的心，幼兒會請媽媽和她一

起讀故事和繪畫，也會一起做運動。 

欣賞幼兒自理能力有進步，現在能用杯喝水、用匙

羹進食，而且懂得說禮貌用語，如：唔該、謝謝。 

我覺得幼兒在心態上有很大的轉變，現在的他喜愛上

學、喜愛學校的老師，更願意在 ZOOM 視像課堂中回

答老師的提問。透過「幸福幼苗」培育計劃，幼兒更

願意合作及聆聽成人的話語。 

幼兒升班後長大了，欣賞她主動分享自己的想

法及校園的趣事，現在的她喜愛上學、唱歌、

跳舞，比以前活潑了不少。 

幼兒比之前變得有禮貌，而且做錯事佢會主動道歉，例

如有陣時同哥哥玩會發生爭執，當他知道自己做錯時會

主動與哥哥道歉。 

欣賞幼兒在家也能保持積極的態度，如：主動幫忙做家

務、積極完成功課、收拾玩具等，完成自己能力所及之事

情，作為父母十分感恩看到幼兒的成長及進步！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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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積極討論如

何在日常活動中

培養幼兒良好的

品德。 

透過工作坊，讓老師更掌握師生互動的技巧，從而與幼兒

建立正面的師生關係，創造正向校園環境。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逆境自強」生命

教育計劃之教師

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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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感謝猴先生 

出版社：小樹苗 

簡介：醒目豬小哲和朋友們的有趣小故事，教導小朋

友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正面思考的重要。 

書名：想買快樂的啊德  

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簡介：阿德擁有了很多東西，卻沒有笑，他一直在尋找

快樂，直至… 

本書幫助讀者了解「九型性格學」，尋找小

孩子所屬的型號，並提供應如何教養和鼓

勵不同型號的孩子。 

這本書著重正向育兒中的「正向說法」 與「正

向做法」，並配合真實例子，讓父母學習如何向

孩子說出「正向說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正向

育兒。 

這本書實踐的「放養式教育」， 家長退一步，激發

孩子海闊天空的自學力！釋放孩子的初心和童心，

從而活出身心靈豐盛的自主人生！ 

「果籽園丁」 

閱讀計劃圖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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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看！我也做得到 

出版社：小樹苗 

簡介：石仔在朋友的鼓勵下，終於鼓起勇氣克服

困難，重拾自信。看！石仔也做得到！ 堅毅 

學校發展計劃—正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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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妝怪誕總動員 

感謝家人為自己準備萬聖

節衣飾和糖果，我們與同

伴一起參與萬聖節活動。 

我們製作迷你月餅、欣

賞花燈和認識中秋節

食物等，與同伴一起享

受節日的樂趣。 



  

透過故事活動及集體遊戲，讓幼兒學習「分享」和「感恩」，並感受慶祝活動的樂趣。 

我們一起蓋過手

印，承諾把「愛」傳

遞給身邊每一位。 

我們已學懂說出表達

愛的說話，並以動作向他

人表達我們的「愛」。 

品格日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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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為我們戴上不同動物的頭套，並模仿動物的動態和扮演其聲音呢！ 

我們專心聆聽「快樂面譜」的製造作方法，並認真地完成獨一無二的作品。 

幼兒一起唱兒歌「Peek-a-

boo 躲貓貓」及玩小遊戲，並

指出五官的位置。 

猜猜我是誰 



 活動透視鏡 

 12月 1月 2月 3月 

全  校 

4/12 貧富茶點 

4/12 11月及 12月感恩生日 

     慶祝會 

4/12 賀年口罩包裝盒設計 

18/12 親子聖誕動動樂 

18/12 金牛迎春利是封設計 

21/1 反斗親子營  

29/1 1 月及 2 月感恩生日 

慶祝會 

1-28/2 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23/10 金牛獻瑞賀新春 
26/3 復活滿 FUN FUN 

高  班 

11/12 假如我是挪亞活動 

24/12 耆英樂 

28/12《小海螺與大鯨魚》 

教育劇場 

8/1 生命號、保良傳揚愛  

15/1 身體小寶藏布偶劇場 
專題研習 

12/3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19/3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低  班 

4/12  兒童探索館 

28/12《小海螺與大鯨魚》 

教育劇場 

15/1 身體小寶藏布偶劇場 專題研習 
12/3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19/3 街坊小子木偶劇場 

幼兒班 11/12 動物競賽 8/1 氣球飄呀飄 專題研習 19/3 小小偵察 

初  班 11/12 去街著靚衫 8/1 快來參觀我的家 我的家 19/3 Cooking Baby 

**以上活動將按實際情況作出合適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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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歡迎家長把此部分拍照並電郵至本校（kwuntong@poleungkuk.org.hk）,以表揚幼兒正面行為。 

mailto:kwuntong@poleungkuk.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