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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配合社會與家庭的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使幼兒獲得優質的教

育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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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服務宗旨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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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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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再為大家介紹餘下

的五個標準。

標準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標準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標準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
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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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特「色」便服日
本園於7月5日舉行「保良局特『色』便服日」，為弱勢社群及

保良局各項服務注入色彩！本園幼兒響應活動，是日穿上各種顏色
的「運動服飾」輕鬆上學，身體力行支持保良局服務社群。

感謝各位家長
熱心支持保良局的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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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情報：延展及暫託服務

延展服務 暫託服務

服務對象
2-6歲幼兒

*本園及非本園之幼兒均可使用

2-6歲幼兒

服務內容
功課輔導、閱讀圖書、玩玩具、
音樂欣賞等。
另外，下午6時40分設有茶點供應。

安排暫託兒童與園內兒童一起參與
各項活動：膳食安排、學習、唱遊、
美勞、體能活動、講故事等。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六時至七時

* 本園開放日內提供服務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星期日休息】

* 本園開放日內提供服務

名 額 每日8名 每日3名

收 費
首半小時或以下收費 $6.5
半小時以上至一小時收費 $13

* 如低收入及有社會需要的家庭，
可申請資助計劃

三小時以下收費 $20
三至五小時以下收費 $32
全日收費 $64
午膳收費 $6.5

* 免費提供早餐、水果及茶點
* 如低收入及有社會需要的家庭，
可申請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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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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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幼兒A在視覺藝術區進行輕黏土創作，他表示
自己很喜歡超人及蜘蛛俠，所以想創作不同的角色。

幼兒B對幼兒A說：「你好叻啊！我都唔識整！」
幼兒A說：「你都做得到㗎! 試吓就得啦！」
幼兒B說：「我唔識㗎啦！」
幼兒A說：「咁我哋一齊合作去搓不同的公仔，好嗎？」

老師在回顧時段，向全班幼兒分享這件事，並具體讚賞
幼兒A懂得鼓勵同伴作出嘗試。老師更表示只要多加練習就
可以做得到！世上無難事，只要有恆心啊！

一天早上，幼兒回校時是陽光普照的，
但不足兩小時後，突然下起大雨來！

幼兒A：「老師，到夜晚喇？」
伍老師：「還未到啊！現在才是早上11點！」
幼兒A：「個天黑晒！係夜晚啦！」
幼兒 B：「係落雨咋！唔係夜晚！」
伍老師：「天空只是被很多烏雲遮住，變得漆黑一片，

但不是已到夜晚了！」

由此可見，幼兒對生活上有不同的認知衝突，以為天
空變黑就是夜晚，因此教師需把握時機，適時作介入，讓
孩子從日常生活中吸取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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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組時，老師請小朋友排洗。小朋友紛紛告訴老師，

暫托弟弟還坐在地墊上，有些小朋友小心翼翼地扶起弟弟

，並手牽手陪著弟弟一起去洗手間。

幼兒由學期初被照顧的角色，到現在懂得照顧他人，

可見幼兒在這一年間進步很大，成長了不少，故此老師倍

感安慰。

在日常生活中，每當打噴嚏時，幼兒A都忘記要掩鼻口。

有一次，老師與幼兒A談話時，幼兒A突然打噴嚏，令老師的

臉上都是口水和噴涕。

幼兒B看見後，立刻拿了一張紙巾給老師。

老師將這貼心的事情與幼兒分享，並公開讚揚幼兒B懂得

關心別人的行為，作同伴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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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資訊

STEM 教育中，四門學科的教學必須緊密相連，以整合的教學方式培養學生掌握知識和

技能，並靈活應用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STEM 教育具備以下特徵：跨學科、趣味、

體驗、情境、協作、設計、藝術、實證等。

 動手解決問題的學習方式

STEM課程的跨學科主題與生活中有趣、富挑戰性的情境相結合，點燃學生的好奇

心與探究精神，讓學生「動手」把想法具體實踐，來試驗方案是否能解決需求。

透過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教學活動，加上實際操作，培養學生面對生活挑戰的能力

與態度。

 鼓勵 trial and error 的教育理念

在動手建造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失敗是必經卻珍貴的過程，因為失敗之後必須反

思原因，再作修正，再嘗試、再失敗、再檢討、又再嘗試，直至找到成功的方法

。除了在學習中提高耐性與挫折忍受力，也鍛鍊學生的思考能力。

 在團隊中學習表達與接納的教學方法

STEM課程以小組形式進行，讓學生在團體裡腦力激盪、集思廣益來討論方案，並

分工合作完成專題。過程中，學生需運用社交技巧來進行小組決策，進一步學習

尊重與接納跟自己不一樣的聲音。

STEM是代表﹕﹕
科學 – Science
科技 – Technology
工程 – Engineering
數學 –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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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科創計劃活動總結

【新生親子遊戲日】
進行磁力探索遊戲，從中分辨磁
石可吸起和不可吸起的物件。

透過各項科創活動，提升幼兒科創學習的能力、興趣及信心，
活動詳情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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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STEM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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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合作摺出不同款式的紙飛機。

感謝家長出席親子STEM體驗日，在校內進行滑翔飛行比賽。

看誰的飛機飛得遠？



欣賞家長與幼兒合作和勇於探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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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班親子 工作坊

製作伸縮小相機
探索「光」的世界

製作風向儀
認識風的產生與
風向判定

是次活動培養幼兒的自我
探索精神，提高幼兒對創
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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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正向家長支援計劃活動總結

P.11



P.12

「值得一讚」行動
透過建立互相欣賞的文化，

締造對他人肯定與讚賞的氣氛。

「我欣賞你」
鼓勵幼兒多欣賞及稱讚身邊的家人和同伴。

創意解難遊戲「鋪出雞蛋路」
透過創意解難遊戲，

發揮幼兒共同合作及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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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價」兒童安全
親子工作坊

「老是這樣的一回事」學習照顧

家人的概念！

「幸福照相館」

我把「有您真好」卡，

投放入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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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生命的寶藏
作 者：大泥
出版社 ：生命熱線

書中講述主角小男孩追尋失去汽球的故事。

在小男孩的世界裡，出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憑著正面的想法，勇敢面對每一個難關，
找到生命的意義。

作者把小男孩成長的心路歷程，透過生動插畫展現出來，
希望給予小朋友一點鼓勵和勇氣。

假日好去處

如何前往：
- 於大棠乘搭小巴 →於大棠山道路口下車 →沿偉記食堂步行
約 8 分鐘便到達。

- 於西鐵朗屏站 B2出口 →轉乘 K66 往大棠接駁巴士 →

於大堂山路巴士站下車 →沿偉記食堂步行約 10分鐘便到達。

【開心花園農莊】
設有野餐區，小動物區、種植區、燒烤場、
多個大型兒童遊樂設施供幼兒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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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親子遊戲日

我和爸媽一起設計「七彩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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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媽邊唱邊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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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班園外體能活動

聯校藝術暨創新科技作品博覽

我們一起跑步作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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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玩數字球！

小不點布偶劇

這個「巴」字很像一個鈎子！

我們的作品在聯校藝術暨創新科技

作品博覽展覽，歡迎大家來參觀！



聯校畢業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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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玩遊戲、抽獎、分享食物，很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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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成長活動-升小一適應



結業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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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進場為結業禮打開序幕！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付出與支持！



家長心聲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玥妍已經完成了N班的學習生活。

玥妍當初由一個經常哭泣、愛發脾氣、不懂表達自己的小寶寶到今天喜歡上學、愛笑及每天

會訴說學校趣事的小朋友，這些明顯的轉變，實在非常感激李校長、各位主任、老師及姨姨

對玥妍的關懷、教導及包容，特別是班主任夏老師和吳老師，讓玥妍能夠投入及享受校園生

活。

現在玥妍已經適應了校園生活，會主動跟別人打招呼和表達自己的需要，學會與人相處

，懂得分享。由以前做任何事都依賴家長，到現在的敢於嘗試，亦由生活中不守紀律到現在

守紀律，看著她一天天成長及進步，作為媽媽的實在有說不出的喜悅和欣慰。

踏入新的學年，我希望玥妍繼續開心的學習，自信的成長，遇到問題用良好的心態去面對！

初班陸玥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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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校長、各位老師：

時間過得真快，今個學期即將結束了！

在這裡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對仲廷的關懷和愛錫。他由一個抗拒上學的小

朋友，到現在變得很喜歡上學，實在有賴班主任和各位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

和愛護，令仲廷對校園能有歸屬感。本人覺得很感恩，仲廷幸運地能在此幼稚

園上學。

再次感謝校長、老師們及各位嬸嬸！

幼兒班梁仲廷家長



日期 活動

8月13日(二) 低高班親子STEM工作坊

8月15日(四) 家長黃昏茶聚

8月16日(五) 高班參觀「商務印書館」

8月27日(二)
低班參觀「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 小學生活體驗活動 )

8月28日(三) 保良局親子賣旗日

活動預告及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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