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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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兒童從遊戲中學習，提升學習興趣。
 全面培養兒童「聽」、「說」、「讀」、「寫」的能力，促進兒童學習
 語文。
 「普通話及英語課程」能培養兒童發展兩文三語的能力，放膽運用進行
 溝通。
 「基督教宗教課程」增進兒童靈命的成長，效法耶穌基督的「愛」。
 「生命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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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統合了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圖畫等各種藝
 術的「奧福教學法」。課程取材於兒童日常生活的經驗，透過兒歌及童
 謠，讓兒童可以全面享受音樂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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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室6個

電
腦圖書室

戶
外遊戲場

有
機耕種園地「仁愛田園」

雨
天操場

音
樂室

廚
房



學校特別計劃

1. 持續完善學與教
 以去年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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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奧福音樂課程
 「奧福音樂課程」適合兒童的音樂發展，亦為兒
 童所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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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命教育─品格培育計劃
 本年以「毅力、謙卑、遵守諾言」三個品格為重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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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
 參與了有關計劃，家校合作共同宣揚正面的管
 教方式，並提高兒童的自信、學習動機、改善
 其行為問題及懂得為他人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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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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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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學校活動

9月
K1-K3 奧比斯護眼講座

K3 參觀鴨脷洲圖書館

中秋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10月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構建積極的學習行為關係(學前階段)到校家長工作坊

11月
親子聖誕環保吊飾設計比賽 品格培養 - 毅力(信息+配合活動)

K2 - K3
『步向小一路之選校知多少』家長會    

開放日-綠色生活親子嘉年華

K2 & K3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K2 & K3

幼兒消防安全教育活動

K2 - K3
『步向小一路之選校知多少』家長會    K3 參觀鴨脷洲圖書館

開放日-綠色生活親子嘉年華

K2 & K3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K2 & K3

幼兒消防安全教育活動



全年學校活動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構建積極的學習行為關係(學前階段)到校家長工作坊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構建積極的學習行為關係(學前階段)到校家長工作坊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暨9&10月生日會

參與田灣始南小學「第十七屆幼稚園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耆康會賣旗日

K3
鴨脷洲街坊學校『開開心心寫生樂』

燒烤樂 道路安全講座

K3
鴨脷洲街坊學校『開開心心寫生樂』

K#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四周年 

暨風之塔追月嘉年華」表演

K3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四周年 

暨風之塔追月嘉年華」表演

燒烤樂 道路安全講座

親子愛牙計劃親子愛牙計劃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暨

9&10月生日會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暨

9&10月生日會



12月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

1月
品格培養 - 謙卑(信息+配合活動)

2月
K2 - K3 參加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1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K2 & K3參觀交通安全城一人一花計劃

K2 & K3
「敢動」冬季體驗班2014吃火鍋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K2 & K3

「鴨脷洲年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K2 & K3參觀交通安全城一人一花計劃

K2 & K3
「敢動」冬季體驗班2014吃火鍋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K2 & K3

「鴨脷洲年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毅力 -「恆心行義的必得生命；追隨邪惡的  必致死亡。」



亞太區合作計劃：學習行為―構建積極的學習行為關係(學前階段)到校家長工作坊3

「Bring Me a Book」Bookcase Library裝置及剪綵啟動禮；第1次義工英語伴讀

K2 - K3
鴨脷洲街坊學校

第二十三屆校運會及遊戲日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1&2月生日會及

模擬行花市

聖誕聯歡會暨
11及12月份生日會親子旅行樂融融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
善款回收禮

K2 - K3
「防火安全嘉年華暨
薄扶林消防局及

救護站開放日」表演

K1 - K3
奧比斯-創意愛眼行動
(光明小馬錢箱創作比賽)

K2 - K3
鴨脷洲街坊學校

第二十三屆校運會及遊戲日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1&2月生日會及

模擬行花市

聖誕聯歡會暨
11及12月份生日會親子旅行樂融融

「德德豬顯愛心計劃」
善款回收禮

K2 - K3
「防火安全嘉年華暨
薄扶林消防局及

救護站開放日」表演

K1 - K3
奧比斯-創意愛眼行動
(光明小馬錢箱創作比賽)

毅力 -「恆心行義的必得生命；追隨邪惡的  必致死亡。」箴言11章19節



謙卑 -「謙卑的人，你[神]要拯救；高傲的眼睛，你要貶低。」

3月
品格培養 - 遵守諾言(信息+配合活動) 家長教師聚一聚

4月
品格培養 - 遵守承諾(信息+配合活動) 協康會賣旗日

5月
雙親節『我愛爸媽 』活動暨5&6月生日會 傷青會賣旗 K3 一起飲早茶

K1-K3 家長觀課
香港交通安全隊港島及

離島總區檢閱禮暨步操比賽

全日班「Bring Me a Book」
第2次義工英語伴讀

K1 參觀超級市場
2012-2013年度畢業生及
家長小學生活分享茶聚

K1-K3 家長觀課
香港交通安全隊港島及

離島總區檢閱禮暨步操比賽

全日班「Bring Me a Book」
第2次義工英語伴讀

K1 參觀超級市場
2012-2013年度畢業生及
家長小學生活分享茶聚



謙卑 -「謙卑的人，你[神]要拯救；高傲的眼睛，你要貶低。」

生命教育之遵守承諾-小烏龜的承諾(戲劇表演)

K3 香島道官立小學「繽紛學習日暨校園壁畫揭幕禮」

奧福親子工作坊K2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K3 參觀中環中央郵政局

K2 ﹣ K3
參觀消防局

普通話兒歌比賽
英文兒歌比賽

K1 慶祝父母親節之
頌親恩表敬意表演

開心「果」日開心「果」日 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奧福親子工作坊K2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K3 參觀中環中央郵政局

K2 ﹣ K3
參觀消防局

普通話兒歌比賽
英文兒歌比賽

K1 慶祝父母親節之
頌親恩表敬意表演

詩篇18篇27節



遵守諾言 -「我必賜福給你，必使你的後裔繁多，
 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6月
K2 參與鶴山學校~小學生活體驗

7月
家長教師面談日

8月 新生適應親子遊戲日

DN 參觀風之塔公園

玩水樂

2013﹣2014
畢業生親子黃昏歷奇活動

培德書院中學學生義工
到校服務「童心童真同樂日」

畢業典禮 結業禮

DN 參觀風之塔公園

玩水樂

2013﹣2014
畢業生親子黃昏歷奇活動

培德書院中學學生義工
到校服務「童心童真同樂日」

畢業典禮 結業禮

創世紀22章17節上



持續完善學與教─加強兒童「聽、說、讀、寫」的能力 
 以今年為基礎，在課程內容採用故事圖書《快樂幼兒華語》、《讀故
事學語法》及《我自己會讀》系列融合於語文課程中。
 語文方面的課業將會作出相對的調整，以提升幼兒對語文學習的理解
及運用。
 結合親子共讀及聆聽活動加強兒童「聽、說、讀、寫」的能力。

加強培養數學邏輯思維能力 
 來年已成功申請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2014/15)- 「內地與香港教師
及協作計劃：兒童數學思維」以加強幼兒的數學思維能力的學習。

奧福音樂課程 
 有鑑於「奧福音樂課程」適合兒童的音樂發展，亦為兒童所喜愛。所
以來年度將延伸至DN班，全校採用。

「生命教育」的培養
 來年學校會採取教育局「質素評核員」的建議推行「分級制」品格培養
計劃，各級選擇三個品格重點，讓兒童透過聖經信息分享及不同類型的活
動加深對各品格的領受，經過4年幼稚園幼兒園的學習階段後，能培養兒童
12種品格，讓孩子能更熱愛生命、懂得珍惜。同時，本校參與了「香港有
品運動」的「『有品校園』計劃2014/2015」，為兒童建立「有品校園
」，積極推動品格培養計劃。

2013-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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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1.7%

海怡寶血小學 5.9%

香島道官立小學 5.9%

華富邨寶血小學 5.9%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5.9%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5.9%

鴨脷洲街坊學校 17.6%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1.7%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5.9%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17.6%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1.7%

海怡寶血小學 5.9%

香島道官立小學 5.9%

華富邨寶血小學 5.9%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5.9%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5.9%

鴨脷洲街坊學校 17.6%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1.7%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5.9%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5.9%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5.9%



蕭卓峯媽媽

李卓朗媽媽

羅浩峰家長

不經不覺卓峯已經在仁愛幼稚園上學將近一年了, 我們都很喜歡這所學校.

還記得2013年的5月, 當我們一家在海洋公園遊玩時, 突然收到梁校長的電
話告知卓峯在後備名單中被取錄了,那一刻的心情真的很驚喜, 因為當初要搬
屋的關係, 令我們遲了很多才幫卓峯報學校, 所有報名都被列入後補名單中, 當
知道有一所心儀的學校收錄他, 真的放下心頭大石, 亦很感恩.

很多人都覺得兩歲的小孩還太小, 不應該讓他上學, 怕他不習慣.  但我反而覺
得早些讓他上學, 可以令他學習群體生活, 學習分享, 學習怎麼是守規則, 以及
能與同齡的小孩一起玩耍, 一起學習, 這些都是在家裡學不到的.    

回想這一年, 卓峯由不願開口說話到現在喋喋不休的說不停, 由當初學習戒尿
片時經常弄濕褲到現在已懂得主動提出去洗手間, 由以前不懂守秩序到現在懂
得排隊, 這都是上學後的進步.  看著他一天一天的成長, 星期六日都嚷著要返
學, 我就知道他真的很愛這所學校, 他有時亦會對我們說將來要帶妹妹一同上
學, 很窩心呢!

真的很欣賞這所學校所有的老師, 姐姐, 職員姐姐及校長都是有無比愛心及耐
性去教導每一位小朋友, 令他們不但學會課堂上的知識, 還會用聖經元素來教
導他們的個人品格, 行為等等, 帶領他們在基督裡成長.  

在此感激所有教職員用心的教導及付出, 謝謝你們!

大家好！我是李卓朗媽媽，卓朗現就讀K1 (全日班)。我們還記得他在爸爸的
陪同下到 貴園進行了約一星期的5個階段新生適應期，當時他的表現比較靜
，我們還擔心他能否適應  貴園的學習模式。經過黎老師及溫老師的教導下，
到了現階段，他已變得較為主動及懂得與我們分享校內的趣事。我們亦感謝 
貴園經常製造很多機會給大家參與，例如：家長工作坊、親子旅行、家長觀
課，家長教師聚一聚、各種節日的親子活動以及校內或出外表演等等。卓朗
快將完成K1階段並繼續在 貴園升讀K2，我們希望他能愉快地學習及享受群
體生活。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姐姐在這三年來對浩峰的教導和照顧，讓他在一個充
滿愛的環境下愉快地學習成長。浩峰是一個頑皮、好動、愛依賴別人的孩子
。每當他頑皮和學習有困難時校長和梁老師都會和我溝通，幫助我了解他的
情況，亦會不厭其煩、耐心地教導他。看見他一天一天的進步，我真的很感
謝校長和梁老師對我和浩峰的付出。浩峰永遠會記得校長的教導和梁老師和
藹可親的笑容。畢業後，浩峰會帶著你們的祝福和教導，懷著感恩的心面對
將來新學校的挑戰。
  祝校長、各位老師和姐姐身體健康、永遠快樂。

家  長   心  聲



林卓熙 家長 (黎施敏)

一直深信凡事總有最好的安排，人生經驗告訴我們在學業上能遇上有教無類
、以愛授學的老師比一切來得重要，事關滿懷仁愛的老師和學校自然懂得處
處為學子設想，以人為本，因材施教。

仁愛幼稚園給我們的印象時是梁校長對辦學充滿熱誠，事事親力親為，一眾
教職員敬業樂業和藹可親，多得校方悉心照料及一眾活潑可愛笑容滿面的同
班同學，女兒入讀K2時雖然是轉校生但很快便適應過來。

過去一年，我們非常感謝學校舉辦各項多姿多彩的活動和工作坊，給予學生
和家長們很豐富和寶貴的體驗，校長和老師們盡心盡力為孩子和每個家庭的
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作為家長雖然未能親身和子女一同經歷他們的校園生活
，透過學校網站上的校園相簿和孩子口述相片內容，也能分享及領會孩子當
中的喜悅和樂趣，每張相片紀錄了師生們共渡的快樂時光，照片上一張張笑
臉是仁愛幼稚園辧學成功的明証。

我們十分欣賞仁愛幼稚園不斷求進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及校長和整個團隊塑造
出的校園文化，藉此也特別感謝班主任李安翹老師，他對小朋友的那份細膩
感知和了解實在令人喜出望外，透過他的分享和指導真是獲益良多。

感恩上天讓我們認識到仁愛幼稚園，真是校如其名，滿懷仁愛，在仁愛幼稚
園上學的小朋友和受惠的家庭確實是蒙福的！

梁安宜家長

 感謝師長一直不辭勞苦對小兒的照顧及教導，好多謝貴校提供一個舒適
又完善的校舍。校長、各位老師及校工和藹可親的笑容，謝謝你們對小兒不
斷鼓勵、指導及友善之態度，愛人如己，你們亦用心聆聽家長的心聲，大家
一起分享小孩成長的點滴。

 本人在此多謝鍾老師及謝老師悉心教導小兒，學校是一個群體生活的地
方，教曉他認識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從而令到小兒有興趣上學，十分感激
，有教無類的精神、愛心、耐心、恆心，深深深多謝各師長一聲是口中，心
中的無言感激。

 現代老師所受各方面的壓力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你們除了有一份執教
的熱誠及愛護、關懷，教學態度認真。

唯有在此祝福你們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衷心感激；
梁校長 (梁燕平)
班主任 鍾老師 (鍾美娟)
謝老師 (謝慧璣)
各位校工 (惠姐、君姐等等)

家  長   心  聲



學

校外比賽
香港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7屆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1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第14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大賽
奧比斯光明小馬創作比賽
維記牛奶盒創作比賽
多項填色比賽

校 生 活 點 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