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海面傳道會基督教海面傳道會

仁愛幼稚園 (幼兒園)仁愛幼稚園 (幼兒園)

學校地址：香港鴨脷洲新市街38號地下                       電話：2554 7808  傳真：2553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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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室6個課室6個 室內遊戲場

音樂室電腦圖書室

戶外遊戲場 廚房

有機耕種園地「仁愛田園」

室內遊戲場

音樂室電腦圖書室

戶外遊戲場 廚房

洗手間洗手間有機耕種園地「仁愛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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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特別計劃

1. 持續完善學與教―加強兒童語
文學習的「聽、說、讀、寫」的
能力
 全校的中文課程採用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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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方面的課業亦已作出相
對的調整，能鞏固幼兒對語文學
習的理解及運用。結合親子共讀
及聆聽活動加強了兒童「聽、說
、讀、寫」的能力。 
 K1-K3班的英文課程除了繼
續採用「Longman English for 
Preschool」、及Phonics外，今
年在各級中各加入「劍橋英語故
事」，讓孩子能透過多元化的教
學內容認識英文。

2. 加強培養數學邏輯思維能力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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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內地幼兒教育資深老師與本校老師
交流，一起透過「觀課、評課及研
習」反思如何把「數學」的概念更
有效地傳授給孩子。

3. 宗教及「生命教育」的培養
 本校的宗教課程已由教會的
傳道人負責教導，讓孩子在輕鬆
的氣氛及從不同的角度下認識「
神是愛」。
 今年參與了「香港有品運動」
的 「 『 有 品 校 園 』 計 劃
2014/2015」，為兒童營造「
有品校園」之餘，更為家長提供
了「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之接納
、讚賞篇」，積極與家長一起培
養孩子的品格。

4. 書伴我行計劃
本校獲得「書伴我行(香港)基金
會」贊助於上學期連續兩週舉辦
「家長『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工
作坊」，讓家長認識―為兒童朗
讀圖書之重要性。
  此外，於學年中參加由Target公
司贊助的「書伴我行Passion to 
Read計劃」。計劃分三部分：幼
兒戲劇工作坊(高班)、為學校添
置優質兒童圖書，及家長「兒童
啟蒙老師訓練」工作坊。



持本科學士學位

2 人
佔22%

持幼稚園教育證書

6 人
佔66%

合格幼稚園老師
教育課程或其他

1 人
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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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資情況

教師資歷

教師經驗 0 - 3 年

2 人
佔22%

教師經驗 4 - 6 年

2 人
佔22%

教師經驗 7 年或以上

5 人
佔55%

教學經驗

課餘活動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9月

全園「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家長工作坊K3參觀鴨脷洲圖書館

10月 路德會賣旗日

親子愛牙計劃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暨9&10月生日會奧福音樂親子工作坊

11月

參觀香港公園溫室及戶外野餐

全園「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家長工作坊K3參觀鴨脷洲圖書館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暨9&10月生日會奧福音樂親子工作坊

參觀香港公園溫室及戶外野餐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K2 & K3奧比斯護眼講座 全園中秋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親子遊戲日-「『仁』人『愛』運動」親子嘉年華

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講座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K2 & K3奧比斯護眼講座 全園中秋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親子遊戲日-「『仁』人『愛』運動」親子嘉年華

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講座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忍耐 -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12月

「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接納、讚賞篇 秋天燒烤樂

1月 K2 & K3小故事懂安全講座

本校模範生
南區幼稚園學校獎勵計劃模範生頒獎禮

K1-K3家長觀課

2月 香港南區婦女會(港島區)賣旗日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港島及
離島總區周年檢閱禮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1&2月生日會及模擬行花市

「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接納、讚賞篇 秋天燒烤樂

本校模範生
南區幼稚園學校獎勵計劃模範生頒獎禮

K1-K3家長觀課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港島及
離島總區周年檢閱禮

農曆新年慶祝會暨1&2月生日會及模擬行花市



忍耐 -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馬太福音24章13節

聖誕聯歡會暨11&12月份生日會

親子旅行樂融融 家長教師聚一聚

K1-K3道路安全講座K2 & K3
鴨脷洲元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聖誕聯歡會暨11&12月份生日會

親子旅行樂融融 家長教師聚一聚

K1-K3道路安全講座K2 & K3
鴨脷洲元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饒恕 - 「寬恕別人過失的，  是自己的榮耀。」

3月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賣旗日 「一人一花計劃」

Bring Me A Book戲劇訓練(10週) 開心「果」日 - 水果日記咭

4月

K1鴨脷洲公園野餐 K2 & K3參觀交通安全城

5月 DN參觀超級市場 K1 - K3機電安全教育講座

全園及畢業生
小學生活分享及畢業生聚會

K1香港南區 婦女會表演

Bring Me A Book戲劇訓練(10週) 開心「果」日 - 水果日記咭

K1鴨脷洲公園野餐 K2 & K3參觀交通安全城

全園及畢業生
小學生活分享及畢業生聚會

K1香港南區 婦女會表演



饒恕 - 「寬恕別人過失的，  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19章11節下

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K2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K2 & K3
參觀香島道官立小學開放日

拍攝畢業照及個人證件相 香港仔坊會賣旗日

K1香港南區 婦女會表演 K3參觀
香港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

「我愛爸媽」活動暨
5&6 月生日會

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K2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K2 & K3
參觀香島道官立小學開放日

K1香港南區 婦女會表演 K3參觀
香港中文大學氣候變化博物館

「我愛爸媽」活動暨
5&6 月生日會



決心  - 「神啊！求你為我造一顆清潔的心，  求你使我裡面重新有堅定的靈。」

6月 普通話兒歌比賽

家長教師面談日

K1參觀超級市場

7月

K3畢業班
親子歷奇黃昏活動

K3模擬小息

畢業典禮

K3畢業班
親子歷奇黃昏活動

K3模擬小息

畢業典禮

學 校 生 活 點 滴



決心  - 「神啊！求你為我造一顆清潔的心，  求你使我裡面重新有堅定的靈。」詩篇51章10節

K2 & K3無國界醫生日講座 英文兒歌比賽 K2 & K3參觀仁愛堂環保園

結業禮暨7 & 8月生日會炎炎夏日玩水樂

K2 & K3無國界醫生日講座 英文兒歌比賽 K2 & K3參觀仁愛堂環保園

結業禮暨7 & 8月生日會炎炎夏日玩水樂

學 校 生 活 點 滴



持續加強兒童語文學習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來年，學校會繼續完善中文課程的教授與學習。英文課程會沿用今年
的內容。
 普通話課程亦會加強「聽和說」的元素。

培養數學邏輯思維能力 
 學校檢視數學課程，以更配合孩子的成長發展及更容易領悟的方向作出
調整，並將會實踐調整後的課程，及持續進行檢視。

「生命教育」的培養
 展望日後也能為家長提供有關培養孩子品格的活動，學習如何用「自
己的生命」影響「孩子的生命」。

書伴我行計劃
 本校獲得由Target公司贊助的「書伴我行Passion to Read計劃」，將
於9月再次推出「家長『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工作坊」，為未曾參與的家長
能透過訓練，為孩子建立閱讀習慣，並提升家長對親子共讀的信心。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5.8%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5.8%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21.1%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26.3%

嘉諾撒培德學校 5.3%

東華三院鶴山小學 10.5%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5.3%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5.8%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5.8%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21.1%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26.3%

嘉諾撒培德學校 5.3%

東華三院鶴山小學 10.5%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5.3%

2014-2015年度高班小一派位結果

2015-2016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上午幼兒預備班
譚泳悠家長

下午幼兒預備班
黃俊銘媽媽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經一年了。回想泳悠剛剛開學時總是哭著上學，
接放學時也掛著兩行眼淚，令到我更擔心她很難適應校園生活，因為她是一
個很慢熱，被動，害怕與人相處，很依賴父母的小孩。慶幸這狀況並不是持
續很久，在老師悉心的照料下，泳悠開始習慣，甚至很投入上音樂課堂。過
了半個學期，她放學回家後總會滔滔不絕地說著關於今日學校的點滴，唱著
老師教的歌，回到家更會角色扮演，就是扮演老師，要我們扮演學生，見她
學著用老師的口吻向我們說教，總會哄得我們哈哈大笑。

 看到今天的女兒，無論自理能力，與人相處，禮貌，說話都有很大的進
步，就很感恩當日報讀仁愛幼稚園的正確決定。我很欣賞貴校的活動教學，
著重品格德行培養，以學生為本的宗旨，校長及老師對教學的熱誠，又會與
家長保持緊密聯繫，令家長了解小孩在校的狀況。

 在此我衷心感謝梁校長，班主任（謝老師、梁老師），老師們，書記姐
姐，嬸嬸們。在孩子身上看得出您們的愛心和耐力，謝謝您們！
祝願您們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小男孩進入了一所傳統的校舍，校園生活就正式開始了。起初所擔心的
哭鬧，是否能適應…？原來都是我想得太多了。俊銘很快就能夠適應校園裡
的生活，每天蹦蹦跳跳的走進校舍，常常熱情地跟同學們握手打招呼，俊銘
可愛的笑臉告訴了我，他很喜歡上學去。喜歡把老師同學們都掛在嘴邊，看
見他由起初什麼都不太懂，直到現在會用說話，唱歌，動作來把學校裡學會
的事物向我表達，真的非常感恩。

 校長及老師們所安排的學習模式多姿多彩，舉辦各種各樣的項目，在傳
統的學習氣氛上增添了不少色彩。喜歡教職員的和藹可親和友善的態度，令
我感受到仁愛幼稚園裡充斥著一份愛，感謝主讓我選擇了仁愛幼稚園。完成
了下午幼兒預備班，接著來上午K1的生活真的很期待，就讓俊銘在充滿愛的
環境下繼續學習與成長。

 真的很感謝學校每一位老師、助理、校工姐姐的付出，感謝梁校長你出
色的領導。

家長心聲



上午幼兒班
莫傲言媽媽

全日幼兒班
賀凡軒媽媽

 小兒傲言已在仁愛幼稚園完成了DN班和K1班兩個學年。回想傲言2歲
時是一個非常依賴媽媽的小寶寶，社交和適應能力較弱的幼兒，常添老師的
麻煩，作為家長的我也感惆悵，幸好學校透明度高，每天帶孩子上學，也能
一拼進入校園，能觀察孩子在校內的情況，也可以和老師溝通一下。這兩年
每天進校也能見到梁校長的笑容問候，教職員的友善幫助，老師們的關懷鼓
勵，一一都體會在心。到現在不論在DN班、K1班傲言每個學期各方面也有
明顯的進步及改善，媽媽也感安慰。

 參加了仁愛兩年的畢業禮，都看得津津有味。每級的學生會安排演出話
劇，當中會帶出很多有意義的信息，學生更能在綵排表演中深刻明白當中的
意義。這點我亦很欣賞學校除了學科上，對孩子品格的重視。課程特設有生
命教育–品格培養計劃，灌輸小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和培養良好的品格。

 藉此感謝梁校長對學校的委身，老師們各人的盡心盡力，敬業樂業。深
信小兒往後兩年(K2、K3)在仁愛也會學懂更多、進步更多。

 在仁愛幼稚園(幼兒園)畢業的哥哥，轉眼間已經適應了小一的學習生活。
今年新學期，我又為入讀K1的弟弟參加了學校的家長教師面談日。談及到
孩子的教育問題、聽了梁校長的既有堅定教育理念原則，又有高度靈活性的
講話內容。其中提出許多建設性的見解，同時又擧出許多例証，讓我有茅塞
頓開的感覺。使我受益良多。

 學到了許多關於孩子教育的好經驗、小竅門、好方法。下面是我聽講後
的點滴體會。作為學生的家長，應經常主動、積極地和學校取得密切聯繫，
留心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 是認真學習和使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學校一致。
2. 定期向老師瞭解學校的具體要求和孩子在校的表現，向老師介紹孩子在
 家庭中的情況，與老師商討教育孩子的有關問題。
3. 關心扶持孩子參加各種活動，並給孩子提出在活動中的具體要求。
4. 教育孩子要尊敬老師，尊敬老師的勞動，正確對待老師的表揚。配合學
 校的教學計劃，幫助孩子安排好學習生活。努力發揮家庭教育的優勢，
 注重孩子個性品質的培養。



低班
鄭顯悅媽媽

高班
周子澄媽咪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兒子顯悅就讀仁愛幼稚園已接近三年。回想起初他
入讀預備班時還未適應，在校內經常哭，再加上他當時仍未學會說話，不但
未可表達自己、也不懂回應別人的教導；但學校的姐姐、老師及校長也很有
耐性去安撫顯悅，有時更會在午睡時抱起他、哄他入睡。在此實在很感激校
方各人員的付出！

 大約一年的時間，聽到學校姐姐說兒子顯悅有很大的進步；由起初什麼
都不懂做、不懂說，只會哭的情況改變過來，並獲得了顯著進步獎。我很體
會到孩子得到很大的愛心栽培，沒因他起初的限制而被規限了發展。

 到了現在，兒子快完成K2的學年，他結識了一些好友，而且學會了一
些生字、常識和兒歌，回家後也會向父母讀出生字，唱頌有關歌曲，也和家
人探討有關常識。

 最感放心的是我和丈夫也是基督徒，而仁愛幼稚園也很重視學習主的模
樣，並且不時建立學生禱告的習慣。本人實在很多謝校方對孩子的悉心教導
和栽培。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我的女兒已過了四年幼稚園生活，我還記得當初
女兒就讀這間學校的時候，還是一個只懂得玩耍的小朋友，現在已懂得文字、
紀律、禮貌的小朋友。妳們的專業教導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令每位小朋友學懂
以愛待人，懂得感恩，更有自信地學習和處事，仁愛幼稚園每一天都帶給女
兒歡笑和成長的養份。 

 在女兒的學習過程中，學校給予她不同的機會和發揮空間，讓她建立積
極正面的人生觀，認識了許多好朋友，又透過各式各樣的參觀活動擴闊她的
視野。看到女兒每天帶著喜樂的心情回校和放學，作為仁愛幼稚園的家長，
心裡感到十分欣慰。記得在今年的畢業禮上，同學們對每位家長和老師唱
「師恩難忘」這首歌，深深被感動。我們十分感激仁愛幼稚園對各位畢業
小天使送上的祝福。願主一直保守帶領仁愛幼稚園、校長及各位教職員工
作順利！

 生活愉快！主恩滿溢！



香港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8屆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第12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第15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大賽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四屆舞動香江大賽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2015奔向未來繪書比賽（亞太區）

奧比斯光明小羊創作比賽

維記牛奶盒創作比賽

多項填色比賽

本校第廿五屆(2012-2013年度)畢業生胡樂晴及馬敬登希望與學
弟學妹們分享他們在2014-2015年度獲獎的喜悅。他們分別參
與了：

胡樂晴於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2015奔向未來繪書比賽（亞太區）」喜獲
「一等獎」及「第六屆超新星舞蹈公開比賽」喜獲「少兒組2-6人
組合舞蹈 ﹣亞軍」 

校外比賽

校友分享



馬敬登於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喜獲「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及獲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 邀請參與在暑假舉辦
的「英語精英培訓計劃-DNA of English(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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