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成立於1878年，為香港提
供多元化服務的慈善團體。

本局以「幼有所育」的使命推動
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分別由社
會服務部及教育事務部為二至六
歲幼兒提供優質幼兒教育，服務
遍布香港、九龍及新界，全港共
51所。家長可按需要入讀半日制
或全日制的學校。

本局素來「以人為本」，樂意為幼兒教
育加添新元素和動力。教學團隊銳意求
進，不斷研習新的教學模式與及增添遊
戲和教學設施等，為幼兒設計富啟發和
探索的環境和活動，加上老師親切的引
導和悉心照顧，使幼兒在愉快和友愛的
氛圍下成長。

本局重視人才培育，有完善的職業階梯，
讓幼兒教師各展所長，且不少本局畢業
生和實習生在各個部門和崗位工作和發
展，延續保良局「相互尊重 團結合
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
福社群」的精神。



保良局
參與計劃的學校名單

幼稚園暨幼兒園 地區 學校網址

第一期

梁安琪幼稚園暨幼兒園 深水埗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953/
page.html

呂陳慧貞幼稚園暨幼兒園 九龍城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989/
page.html

謝黃沛涓幼稚園暨幼兒園 黃大仙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43
/page.html

幼稚園

蔡冠深幼稚園 屯門 https://www.plkkgs.edu.hk/plkckskg/

吳多泰幼稚園 沙田 https://www.plkkgs.edu.hk/plknttkg/

易澤峯幼稚園 將軍澳 https://www.plkkgs.edu.hk/plkycfkg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953/page.html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989/page.html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43/page.html
https://www.plkkgs.edu.hk/plkckskg/
https://www.plkkgs.edu.hk/plknttkg/
https://www.plkkgs.edu.hk/plkycfkg


保良局
參與計劃的學校的名稱(續)

幼稚園暨幼兒園 地區 學校網址

第二期

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106/page.
html

友愛幼稚園暨幼兒園 屯門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97/page.
html

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
幼兒園

黃大仙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07/page.
html

蔡繼有幼稚園暨幼兒園 將軍澳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61/page.
html

幼稚園

張心瑜幼稚園 葵青 http://www.plkkgs.edu.hk/plkfcsykg

戴蘇小韞幼稚園 北區 https://www.plkkgs.edu.hk/plktsswkg/

譚華正夫人幼稚園 葵青 https://www.plkkgs.edu.hk/plkmtwckg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106/page.html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97/page.html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07/page.html
http://kgn.poleungkuk.org.hk/tc/1061/page.html
http://www.plkkgs.edu.hk/plkfcsykg
https://www.plkkgs.edu.hk/plktsswkg/
https://www.plkkgs.edu.hk/plkmtwckg


東華三院乃香港最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轄下共
有15所幼兒園 ，遍佈全港九新界，提供長全日照
顧及教育服務

多年來積極發展幼兒藝術教育，強調栽培幼兒天
賦潛能、好奇心、主動性，創意解難能力，並懂
得欣賞生活中的善與美

自1995年開始，運用兒童繪本故事，有系統地融
入綜合課程教學

自2002年開始，夥拍藝術導師，引入以探究為主
軸的美感教育，把藝術作品與幼兒的生活連繫

自2004年開始，推行「當堂故事」，讓幼兒說自
己的故事，及後更發展成幼兒創作「詩流感」，
用詩記錄生活的觸覺、感受和想法

自2009年開始，更引入由「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研發的「敢動！」生活律動課，與藝術導師協作，
運用主題、音樂與舞蹈，作為幼兒園促進4歲及5
歲幼兒創意及心智發展的常規活動



東華三院
參與計劃的學校名單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網址

第一期
及

第二期

洪王家琪幼兒園 北區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
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
nursery-services/HWKGNS

方麗明幼兒園 大埔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
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
nursery-services/FLMNS

陳嫺幼兒園 觀塘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
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
nursery-services/CHNS

灣仔幼兒園 灣仔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
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
nursery-services/WCKG

方樹泉幼兒園 港島東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
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
nursery-services/FSCNS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nursery-services/HWKGNS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nursery-services/FLMNS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nursery-services/CHNS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nursery-services/WCKG
http://www.tungwahcsd.org/tc/our-services/youth-and-family-services/day-nursery-services/FSCNS


-提供幼兒教育服務達50多年，現有：

- 自80年代起已於

日程中首創
兒童文藝活動

透過展示和創作
持續擴展兒童的藝術視野與情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成立於1952年，多年來致力建立一個仁愛、公
義的社會，以締造希望、倡導公義、牽引共融為服務使命。

參觀藝術廊及博物館

與藝術家
真情對話

聯校創意藝術展

聯校創意戲劇
畢業𣿬演

-使命：為兒童提供一個安全、健康、
豐富及充滿互動的環境；尊重兒童的
個別差異和獨特性，協助他們建立自
尊、啟發潛能，以優質服務協助兒童
達致「全人發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參與計劃的學校名單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網址

第一期

基督教聯合醫務協會幼兒學校 觀塘 http://www.hkcschild.edu.hk/ucmsns/

李鄭屋幼兒學校 深水埗 http://hkcschild.edu.hk/lcuns/

雋匯幼兒學校 油尖旺 http://hkcschild.edu.hk/cns/

時代幼兒學校 灣仔 http://hkcschild.edu.hk/tns/

雋樂幼稚園(沙田) 沙田 http://hkcschild.edu.hk/pariokg-st/

第二期

大坑東幼兒學校 深水埗 http://hkcschild.edu.hk/thtns/

石硤尾幼兒學校 深水埗 http://hkcschild.edu.hk/skmns/

觀塘幼兒學校 觀塘 http://hkcschild.edu.hk/ktns/

天恒幼兒學校 元朗 http://hkcschild.edu.hk/thns/

滙豐幼兒學校 油尖旺 http://www.hkcschild.edu.hk/wfns/

雋樂幼稚園 觀塘 http://hkcschild.edu.hk/pariokg/

http://www.hkcschild.edu.hk/ucmsns/
http://hkcschild.edu.hk/lcuns/
http://hkcschild.edu.hk/cns/
http://hkcschild.edu.hk/tns/
http://hkcschild.edu.hk/pariokg-st/
http://hkcschild.edu.hk/thtns/
http://hkcschild.edu.hk/skmns/
http://hkcschild.edu.hk/ktns/
http://hkcschild.edu.hk/thns/
http://www.hkcschild.edu.hk/wfns/
http://hkcschild.edu.hk/pariokg/


機構簡介

本機構成立於1960年，擁有近60年幼兒服務

經，轄下七所幼兒中心、幼兒學校及幼稚園合

共提供約1000個0-6歳嬰幼兒服務名額。

服務宗旨

依聖經真理教導幼兒，體驗基督的愛。

培育優良品格，陶造愉快生活經驗。

建構多元知識，啟發自主學習能力。

服務目標

培育幼兒身心靈健康成長，啟發他們對環境的

好奇，鼓勵探索並發展他們的創意思維與解難

能力；提升嬰幼兒與人溝通的能力，強化他們

的美感，並能欣賞多元文化的特色，讓嬰幼兒

成為積極、自信、尊重生命的孩子。



參與計劃的
（第一期）

學校名單

安康幼兒學校

地區：深水埗

網址：https://oh.ttmssd.org/

安基幼兒學校

地區：九龍城

網址：https://oi.ttmssd.org/

安仁幼兒學校

地區：大埔

網址：https://oy.ttmssd.org/

https://oy.ttmssd.org/


參與計劃的
（第二期）

學校名單

安頌幼稚園
地區：沙田

網址：https://og.ttmssd.org/

安怡幼兒學校
地區：觀塘

網址：https://oe.ttmssd.org/

安強幼兒學校
地區：黃大仙

網址：https://ok.ttmssd.org/

https://ok.ttmssd.org/


辦 學 團 體
• 本校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主辦之非牟利幼稚

園，秉持中文大學「博文約禮」校訓精神，培育下一代，回饋

社會。

我們的目標
• 尊 重 每 一 位 孩 子、發 掘 他 們 的 潛 能、發 展 他 們 的 能 力。

學校簡介

• 我們是熱忱、積極、進取的教育團隊，提供靈活、創新、

啟發性的教學活動，使幼兒在成長中得到全人發展，為

日後之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教育基金會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教育基金會

第二期

•地區：天水圍
•http://www.cchk.edu.hk

•地區：天水圍
•http://www.slyck.edu.hk

http://www.cchk.edu.hk/
http://www.slyck.edu.hk/


服務簡介
幼兒教育服務為2-6歲兒
童及其家庭提供長全日幼

兒教育及家長教育服務。



參與計劃的學校名單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網址

第二期

新界婦孺利會元朗幼兒學校 元朗 https://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利會上水幼兒學校 北區 https://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利會博康邨幼兒學校 沙田 https://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利會長發邨幼兒學校 葵青 https://ntwjwacg.edu.hk/

新界婦孺利會粉嶺幼兒學校 北區 https://ntwjwacg.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