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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學校簡介

基督教海面傳道會禮拜堂創立仁愛幼稚園(幼兒園)為2至6歲兒童及家長提

供學前教育服務。藉著基督教教育精神，提供健全而平衡的學前教育，務

使兒童之體力、智力、情緒、潛能、得以均衡發展，更令兒童從遊戲中學

習、啟發思考，陶育兒童優良品德，靈活聰敏。

創校年份：１９８８

學校類型：已參加學券的非牟利學校

課程取向︰
 採用主題及活動教學法，課程編排乃參照教育局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運用多元學習媒介教學，增加兒童學習興趣，讓兒童從遊戲中學習。 
 普通話及英語課程能培養兒童發展兩文三語的能力，放膽運用不同語言
 與別人進行溝通。 
 基督教宗教課程，增進兒童靈命的成長，從小讓福音的種子植入孩子的
 心內，效法耶穌基督的「愛」。 
 生命教育滲透入日常學習活動當中，培養兒童有正面和積極的人生觀及
 良好品格，學會感恩，關愛自己和別人，懂得珍惜生命。 
 奧福音樂課程能讓兒童享受音樂的樂趣，「奧福教學法」是統合了音樂、
 舞蹈、戲劇、文學、圖畫等各種藝術的教學法。課程取材於兒童日常生
 活的經驗，透過兒歌及童謠，讓孩子可以輕鬆愉快地經驗、探索、創作
 和學習。



環境設施

本校座落於鴨脷洲大街，環境清幽，空氣流通。自建校舍，佔地一萬平方

尺，設有獨立唱遊室、特大戶內及戶外體能場地，遊戲空間廣闊。以基督

教福音信息為主題佈置校園，讓兒童在充滿主愛的環境中成長。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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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別計劃

1. 統一課程發展
今年學校則重於課程發展的工作，統一課程發展
方向及評估發展項目，建立了適切的評估材料及
方法，加強教學效能，家長從中可以更掌握孩子

在各方面的成長情況。

2. 課業調整
今年調節了各級課業安排及內容，整體能貼合各級
兒童的發展及需要，對於升級的銜接、孩子日後的
學習及高班的孩子在升上小一後的適應也能更順暢。

3. 奧福音樂課程
今年開始採用「奧福音樂課程」，兒童透過這種統
合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圖畫等各種藝術領域
及結合兒童日常生活的經驗，讓他們享受奧福音樂
的樂趣之餘，從有趣的活動中學習更多有關音樂的

知識。

4. 生命教育─品格培育計劃
以聖經的教導為基礎，再輔以配合活動，讓兒童
能透過信息分享及不同類型的活動加深對「欣賞、
合群、順服」三個品格的領受，增進兒童靈命的
成長，讓孩子學會欣賞自己及別人、做個合群、

順服天父及父母的好孩子。

5.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與 故事爸媽
今年「親子閱讀獎勵計劃」亦得到家長鼎力的支持，
閱讀圖書已成為兒童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當中有兒
童更閱讀了超過260本圖書。能有此佳績，要歸
功於家長的配合外，也要感謝「故事爸媽」義工的

無私付出，與學校一起培養孩子愛上了閱讀。



教資情況

課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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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辦的課餘活動

舞蹈班

英語班

綜合藝術班

普通話班

交通安全隊



全年學校活動

9月
新學年及EVI電腦學習簡介家長會         

中秋親子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K3參觀鴨脷洲街坊學校及小學生活體驗

10月
生命教育分享 ~ 珍惜 「世界視覺日」- 護眼講座

11月
親子愛牙計劃 健康及潔手講座  DN - K1 協助香   港理工大學進行「香港學前兒童能力測驗及學習量表」數據收集道路安全講座

K2 - K3
『步向小一路之選校知多少』家長會    

「小丑扭汽球」工作坊仁愛繽紛25年暨親子嘉年華

校園香草及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生命教育品格塑造計劃 ~ 欣賞

不同的蘋果

K2 - K3
『步向小一路之選校知多少』家長會    中秋親子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小丑扭汽球」工作坊仁愛繽紛25年暨親子嘉年華

校園香草及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生命教育品格塑造計劃 ~ 欣賞

不同的蘋果



全年學校活動

 DN - K1 協助香   港理工大學進行「香港學前兒童能力測驗及學習量表」數據收集

K2 - K3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K2 - K3 參加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第16屆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親子奧福音樂遊戲日

種皇帝菜和種植薯仔
K2 - K3 參觀海洋公園 

大熊貓安樂窩
「故事伴讀有妙法」

家長工作坊

K2 - K3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中秋節慶祝會暨
9及10月生日會
中秋節慶祝會暨
9及10月生日會

K2 - K3 參加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第16屆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親子奧福音樂遊戲日

種皇帝菜和種植薯仔
K2 - K3 參觀海洋公園 

大熊貓安樂窩
「故事伴讀有妙法」

家長工作坊



12月
獨一無二牛奶盒聖誕樹裝飾設計比賽 生命熱線賣旗日 K2 - K3 「敢動！」聖誕節體驗班  

1月
家長教師面談日

2月
K2 - K3 參加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0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K3 參觀『鴨脷洲公共圖書館』親職教育講座 ~ 親子品格大改造

愛長者行動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講座生命教育品格塑造計劃 ~ 合群

維多利亞公園親子行花市
舞蹈班參與

「鴨脷洲年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K3 參觀『鴨脷洲公共圖書館』親職教育講座 ~ 親子品格大改造

愛長者行動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講座生命教育品格塑造計劃 ~ 合群

維多利亞公園親子行花市
舞蹈班參與

「鴨脷洲年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合群 -「有人能制伏弧身一人，如果有二人 就擋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扯斷。」



K2 - K3 「敢動！」聖誕節體驗班  

K2 - K3及家長
參加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親子電子學習體驗日親子旅行樂融融

聖誕聯歡會暨
11及12月份生日會

K2 - K3
參觀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K1
戶外活動『風之塔』公園

K2 - K3
參觀卡樂B工廠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
1及2月生日會

交通安全隊
港島及離島總區

2012/2013檢閱禮
及步操比賽

K2 - K3及家長
參加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親子電子學習體驗日親子旅行樂融融

聖誕聯歡會暨
11及12月份生日會

K2 - K3
參觀百福道交通安全城

 K1
戶外活動『風之塔』公園

K2 - K3
參觀卡樂B工廠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
1及2月生日會

交通安全隊
港島及離島總區

2012/2013檢閱禮
及步操比賽

合群 -「有人能制伏弧身一人，如果有二人 就擋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扯斷。」
傳道書4:12



順服 -「你們要照著耶和華你們的神吩咐你 們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

3月
生命教育品格塑造計劃 ~ 順服 猜猜校園聖經故事的教導系列活動

4月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賣旗日 維記牛奶盒創作比賽 雅培低碳生活講座

5月
生命教育 ~ 聖經品格培育獎勵計劃 拍攝畢業照及證件相 幼稚園衛  生講座

K3 參觀香港郵政總局K2 - K3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K2 - K3 大埔林村野餐
K2 - K3參觀香港環境教育基地

E-WISE互動教室

K1 參觀超級市場
 K2 - K3 參與「爸爸媽媽我愛您」
填色創作比賽頒獎禮暨嘉年華表演

K3 參觀香港郵政總局K2 - K3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

K2 - K3 大埔林村野餐
K2 - K3參觀香港環境教育基地

E-WISE互動教室

K1 參觀超級市場
 K2 - K3 參與「爸爸媽媽我愛您」
填色創作比賽頒獎禮暨嘉年華表演



順服 -「你們要照著耶和華你們的神吩咐你 們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

K1﹣K3 消防安全講座

幼稚園衛  生講座 運動與健康展覽及問答遊戲

復活節慶祝會暨
3及4月生日會K1 - K3 道路安全講座K1 暖笠笠火鍋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
善款回收日水果早點設計比賽開心果月

雙親節活動暨
5及6月生日會

普通話兒歌比賽
英文兒歌比賽

DN 參觀便利店
及製作乳酪杯

復活節慶祝會暨
3及4月生日會K1 - K3 道路安全講座K1 暖笠笠火鍋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
善款回收日水果早點設計比賽開心果月

雙親節活動暨
5及6月生日會

普通話兒歌比賽
英文兒歌比賽

DN 參觀便利店
及製作乳酪杯

申命記5:32



欣賞 -「神看這是好的。」

6月
K2 東華三院鶴山小學「小學生活體驗」

7月
家長教師面談日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導師到校

8月 新生家長會 及 EVI電腦學習簡介 新生適應活動「開心上學去」

K1 嬉水樂

畢業典禮

K3 
2013畢業生親子黃昏歷奇活動

畢業典禮

結業禮 結業禮

K1 嬉水樂

畢業典禮

K3 
2013畢業生親子黃昏歷奇活動

畢業典禮

結業禮 結業禮

創世記1:10b



持續完善學與教 
 以今年為基礎，再深入探討完善教師教學的效能，
 讓兒童更積極學習及享受學習的樂趣。

奧福音樂課程
 為了讓孩子更享受音樂的樂趣，來年將繼續採用
 「奧福音樂課程」。

生命教育 ― 品格培育計劃 
 來年將以「毅力、謙卑、遵守諾言」三個品格為重點，繼續推動培養兒
 童成為一位有毅力，能堅持做應該做的事，決不改變；學會謙卑，不
 誇大自己，不自以為比別人強；能遵守諾言，說過要做的事情一定照
 做的好孩子。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 
 參與有關計劃，家校合作共同宣揚正面的管教方式，從而提高兒童的
 自信、學習動機、改善行為問題及學懂為他人設想。

2012-2013年度高班小一派位結果

2013-2014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22%
(自行派位14% / 第一志願7%)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22%
(自行派位14% / 第一志願7%)

海怡寶血小學 21%
(自行派位7% / 第一志願14%)

聖約瑟英文小學 7%
(自行派位7%)

鴨脷洲街坊學校 7%
(第二或以後志願7%)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7%
(第一志願7%)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7%
(第二或以後志願7%)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7%
(考入7%)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22%
(自行派位14% / 第一志願7%)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22%
(自行派位14% / 第一志願7%)

海怡寶血小學 21%
(自行派位7% / 第一志願14%)

聖約瑟英文小學 7%
(自行派位7%)

鴨脷洲街坊學校 7%
(第二或以後志願7%)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7%
(第一志願7%)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7%
(第二或以後志願7%)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7%
(考入7%)



 對於我這個新手媽媽而言，孩子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充滿着傍徨、忐忑、
驚喜和欣慰。小兒是一個活潑好動和有性格的小男孩。當初選校，是被校舍
中廣闊的空間吸引，可讓小兒蹦跑遊戲；但同時我也憂心重重，不知他能否
適應校園的生活、能否聽從指示，把常規做好。
 慶幸在開學前有適應班，小兒適應得很好，也玩得很開心；惜到正式開
學時他卻因病缺席，錯過了適應時段的上課時間，於是他每天回到學校都哭
得聲嘶力竭。我很明白這是每個小孩的必經階段，可還是心痛得在校門外偷
偷落淚。小兒自小就是一哭鬧就會嘔吐，相信所有DＮ班的活動範圍他都嘔吐
過，每天都要麻煩老師和工友姐姐換髒衣及善後，我亦甚感過意不去；但老
師和惠姐反而常安慰和鼓勵我，多謝她們對小兒的包容和忍耐。慢慢地小兒
上學也不再哭鬧了，還告訴我：「返學好開心架！」每天的校園生活，更成
為我們母子之間津津樂道的話題。
 隨之就是小兒的常規問題。他總是坐不定、愛說話、自理力不足。老師
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還常利用不同途徑與我交流和溝通，耐心地指導
我應如何處理。現在小兒的常規仍有改善的空間，但與學期初相比，確實是
進步了很多，這真的要歸功於老師的教導。
 學校生活是讓孩子脫離對父母的依賴，學習獨立的階段。在這一學年，
小兒有了團體生活和社交經歷，從中學習與人相處、溝通，甚至妥協，這都
是家裏不能習得的，這些經驗對他的社交、人格和能力發展方面都有很大的
幫助。
 我要再次感謝所有教職員，祝願校長和老師們教安，工友姐姐工作順利，
孩子們繼續在校內充滿愛的氣氛下健康快樂地成長，主佑。
 郭卓宏家長

 當年為樂晴選校時，得知同區裡只有這所學校擁有廣闊戶外活動空間，
對於活潑好動的樂晴來說，絕對是一個樂園。當時並沒有特別在意師資，但
在幼兒班時期發覺有點不對勁，曾一度打算安排轉校，在學期尾得知校長一
職將有變動，於事我們靜觀其變。
 在往後兩年，現任校長為整間學校作出一個大整頓，不論校舍設施、師
資、教學課程方針、各樣學生活動，都令我們大眼相看。同時看到每一樣改
動都是為學生們設想的，在此要感謝梁校長為小孩子的付出呢！
 至於樂晴的個人成長中，在這兩年都是最關鍵的。還記得4歲的她是一位
適應力低、不合群、不專注、情緒化、好動不停的。經過梁校長、洪老師和
溫老師的耐心教導、悉心的照顧、無限的包容，利用不同的方法去協助和教
導她，也指導我們如何照料和教導樂晴，我亦都正因如此更轉為兼職工作抽
出更多時間好好培育她，同時參與更多家長義工的工作藉此讓我更了解她，
雙管齊下使樂晴在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她和同學之間多了包容、多了好
友，同時懂得控制情緒，也學會上課時要專注，而且還會跟我分享學校裡生
活和學習中的一點一滴，其中她曾認真跟我說教做事要有規矩呢！看她，有
多投入校園生活啊！我們每一次回想樂晴在這兩年間的努力和改變都會很感
恩、感動和欣慰。
 最後，我們再一次致以萬分的感謝，是仁愛幼稚園上下各人讓樂晴在愛
和包容中成長和蛻變，成為一位有良好品格的小女孩。

胡樂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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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哲已在仁愛幼稚園上學一年了。這一年，他有超越我預期的進步，無
論自理、學業和社交都進步了。他由一位日日哭着不肯上學，轉了這校，他
開始喜歡上學，現在每日都笑着返學。我們十分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悉心教
導，尤其梁老師，靖哲不守規矩和頑皮時，她都很有耐性教導他。哲在家常
說：「我喜歡梁老師！」靖哲性格內向，學校都給予很多表演機會，他的表
演一次比一次進步，我心裡十分感恩。希望靖哲來年繼續在這校園裡快樂地
成長！ 

黃靖哲家長

 當初替愷喬選擇仁愛幼稚園，就是被這所偌大的校舍所吸引，尤其是那
個廣闊的操場，我和爸爸都深信愷喬在這裡上學，必定有一個愉快的學習環
境。就在愷喬入學不久，老師跟我說：「愷喬媽媽，我們要舉辦燒烤會，請
替愷喬預備食物…」；又有一天，老師跟我說：「愷喬媽媽，我們要吃火鍋，
請替愷喬預備食物…」；再有一天，老師又跟我說：「愷喬媽媽，我們要在
校園嬉水，請替愷喬預備泳衣和一件游泳用品…」；從最初，我就知道學校
是採用活動教學，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當然事半功倍，卻從來沒有想過，
幼稚園生會在校園內舉辦如斯的活動。若不是有宏大的校園和老師們真心的
付出，我相信，以上的活動決不能辦成，還有每次活動過後，愷喬總是歡天
喜地把當中的點滴娓娓道來，真是連我都樂在其中… 
 至於語文教學方面，學校有外籍老師和普通話老師授課，透過朗誦比賽，
大大提升愷喬對英語和普通話的興趣，愷喬的嘴巴時常哼著英語和普通話歌
謠，每每使我聽到會心微笑… 
 還有，仁愛幼稚園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愷喬學會感恩，學會主耶穌基督
的愛，培養出欣賞和關愛別人的良好品德，著實使我感到欣慰… 
 從愷喬兩歲入學至今，過了差不多兩年的幼稚園生活，我慢慢地看著她
成長，無論是自理能力，抑或是認知能力，都有很大的進步。愷喬放學回家，
愛扮演老師教我唱歌認字，她每哼一首歌，每認一個字，我都清楚明白這是
老師們付出的心血成果。 
 我還慶幸能擔當家長義工的工作，讓我親身看到愷喬在活動教學下，快
樂地上課的樣子，真的讓我十分感動和開心。 
 在此，由衷的感謝校長，老師們，文員姐姐和非教學人員對愷喬的關愛，
願主保佑你們身體健康及生活愉快。 

陳愷喬家長

家  長  心  聲



學

校外比賽
2012-2013年度南區幼稚園模範生  
第13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大賽 
香港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6屆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9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維記牛奶盒創作比賽
多項填色比賽 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南區幼稚園模範生

校
生 活

點
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