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度

學校年報

香港鴨脷洲新市街38號地下       G/F, 38 San Shi Street, Apleichau, HK       學校註冊編號: 325570
Tel：2554 7808       Fax：2553 1565       e-mail：yanoikin@netvigator.com       Website：http://www.yanoiki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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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兒童的「數學概念及邏輯思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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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特別計劃

1. 持續加強兒童語文學習的
 「聽、說、讀、寫」的能力
  持續數年的檢視及完善中文
及英文課程的工作，現時的課程
能適切孩子的學習所需，
普通話課程已增加了的「聽和說
」的元素。

4. 培養數學邏輯思維能力
 學校的數學課程，能更配合孩
子的成長發展及更容易領悟。 

5.  書伴我行計劃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持續鼓勵孩子閱讀，讓閱讀
成為他們的興趣。

2.「生命教育」的培養
 繼 續用「自己的生命」
影響「孩子的生命」，培養
他們成為具備良好品格的孩
子。

3. EDB 2016/17幼稚園到校專業
支援服務──豐富幼兒的群體生
活經驗
 今 年本校參加了教育局
「 2016/17幼稚園到校專業支援
服務──豐富幼兒的群體生活經
驗」，與支援人員的交流讓老師
能從多角度切入，透過教學設計
以促進幼兒自我管理和與人互動
的能力。

6. 樂牽－到校支援服務計劃
 受惠於「香港小童群益會『
樂牽』到校支援服務」的數位小朋
友在持續1年至1年半的訓練後都有
著不同程度的進步，同時校方透過
與「特殊幼兒工作員」、「言語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職業
治療師」等進行專業交流，可以「
針對」幼兒的實際問題去輔助他們。
加上「樂牽」很重視與「學校」及
「家長」三方攜手合作一起為孩子
而努力，營造緊密的
連繫與溝通。



學校開辦的課餘活動

舞蹈班 綜合藝術班

普通話班交通安全隊

教資情況

教師資歷 教學經驗

課餘活動

持本科
學士學位

佔40%

持幼稚園
教育證書

佔50%

合格幼稚園老師
教育課程或其他

佔10%
教師經驗
0 - 3 年

佔20%

教師經驗
4 - 6 年

佔20%

教師經驗
 7 年或以上

佔60%



全年學校活動
9月

10月

11月

K3．參觀鴨脷洲公共圖書館 全園．中秋親子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全園．「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K3．奧比斯護眼講座          全園．香港無冷氣夜2016            全園．互動遊戲日暨9&10月生日會

全園．2016公益金便服日
全園．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襟章活動-進行「盲」的體驗活動

K2&K3．參與南區幼稚園巡禮表演

全園．奧福音樂親子工作坊 K3．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講座

全園．維記牛奶 「小手夢飛翔」之小願望大夢想親子設計大賽          全園．賽馬會「一人一花計劃」2016-2017        
K3．參觀「動植物公園」及戶外野餐         全園．親子環保聖誕吊飾 設計比賽           全園．『陽光笑容新一代2016-17」家校護齒活動』

K2&K3．灣始南小 學奧數比賽 



全年學校活動

K3．流感小戰士講座全園．家長工作坊–「如何為孩子立界線」

K3．參觀東華三院鶴山小學

K3．奧比斯護眼講座          全園．香港無冷氣夜2016            全園．互動遊戲日暨9&10月生日會

K2&K3．參與南區幼稚園巡禮表演 全園．護脊操啟動禮
全園開放日．「彩虹遊樂園」
 親子嘉年華

全園．秋天燒烤樂 全園．家長教師聚一聚

全園．維記牛奶 「小手夢飛翔」之小願望大夢想親子設計大賽          全園．賽馬會「一人一花計劃」2016-2017        
K3．參觀「動植物公園」及戶外野餐         全園．親子環保聖誕吊飾 設計比賽           全園．『陽光笑容新一代2016-17」家校護齒活動』

K2&K3．灣始南小 學奧數比賽 



欣賞 - 神看這是好的。                                            心裡平靜，可使身體健康；但嫉妒能使骨頭朽爛。 

12月

1月

2月

K2&K3．參與南區「基督教節慶
             嘉年華」海濱公園表演

全園．仁愛田園─蟲蟲奇遇記 K2．參觀「交通安全城」

全園．路德會利東展能中心學員探訪幼稚園活動 – 舞動共融             全園．「路德會」賣旗日

創世記1章10節下

全園．幼營喜動校園計劃「小勇士健康生活日誌」          全日K2&K3．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減廢達人講座

K2&K3．道路安全講座
全園．親子旅行
          大自然親子體驗樂悠遊

K2．港鐵X香港話劇團[鐵路安全之達人]
        學校巡迴演出2016-2017(幼稚園)

交通安全隊．香港交通安全隊港島
 及離島總區周年檢閱禮

K2&K3．鴨脷洲元宵繽紛嘉年華表演

全園．家長教師面談日           



欣賞 - 神看這是好的。                                            心裡平靜，可使身體健康；但嫉妒能使骨頭朽爛。 

全園．聖誕聯歡會暨11&12月份生日會K2．參觀「交通安全城」 K3．參觀「立法會」

全園．路德會利東展能中心學員探訪幼稚園活動 – 舞動共融             全園．「路德會」賣旗日

箴言14章30節

全園．幼營喜動校園計劃「小勇士健康生活日誌」          全日K2&K3．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減廢達人講座

K2．港鐵X香港話劇團[鐵路安全之達人]
        學校巡迴演出2016-2017(幼稚園)

K1-K3．家長觀課 (主題學習+分組)
全園．農曆新年慶祝會暨
 1&2月生日會及模擬行花市

K2&K3．護脊校園探訪活動全園．火鍋同樂日



3月

4月

5月

全園．開心「果」月 - 水果日記咭
K3．[綠色學堂]環保教育計劃
      綠惜課堂活動

K2．「聖伯多祿故事哥姐」探訪
  幼稚園講故事活動

K2&K3．[綠色學堂]環保教育計劃 - 惜食講座        K2&K3．參與田灣始南小學「第十四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全園．自願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喉-頭頸外科學系「『兒童發音能力 及語音分析』之研究」        全園．奧比斯「愛眼小特工」訓練計劃

K3．參與東華三院「友‧里相助」遊樂園暨珊安閣玩具銀行開幕禮表演        全日K1-K3．「兒童脊科基金」之「兒童護脊訓練小組」

K2．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全園．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DN．戶外學習
      「乘搭港鐵」活動

K3．畢業班親子黑夜歷奇活動 全園．小食大比拼暨5&6月生日會  

K1-K3 ．「無國界醫生日」學生大使手冊      K2．「聖伯多祿天主教 小學 - 樂聚伯多祿」參觀小學活動          K3．消防署「慎用救護服務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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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K3．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物安全」講座

K2．「聖伯多祿故事哥姐」探訪
  幼稚園講故事活動

K3．參觀「鴨脷洲消防局」

K2&K3．[綠色學堂]環保教育計劃 - 惜食講座        K2&K3．參與田灣始南小學「第十四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全園．自願參與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喉-頭頸外科學系「『兒童發音能力 及語音分析』之研究」        全園．奧比斯「愛眼小特工」訓練計劃

K3．參與東華三院「友‧里相助」遊樂園暨珊安閣玩具銀行開幕禮表演        全日K1-K3．「兒童脊科基金」之「兒童護脊訓練小組」

全園．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全園．開心「果」月系列活動 - 水果週

K1&K2．參與香港南區婦女會慶祝父母親節
「手牽手·心連心」嘉年華暨填色創作比賽頒獎禮表演

K1-K3 ．「無國界醫生日」學生大使手冊      K2．「聖伯多祿天主教 小學 - 樂聚伯多祿」參觀小學活動          K3．消防署「慎用救護服務教育講座」
                          

K1-K3家長．親子護脊
                 遊戲工作坊

K3．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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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22章17節上



積極 - 神要抹去他們的一切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情都過去了。6月

K3．戶外學習
      參觀科學館

K1．戶外學習
     「乘坐街渡」及戶外寫生活動

K2．戶外學習
      訪問「鴨脷洲不同店舖」活動

K3．模擬小息 全園．普通話兒歌比賽

7月

全園．夏日炎炎玩水樂 全園．聖經品格培育獎勵計劃頒獎

全園．結業禮暨
 7 & 8月生日會

全園．畢業典禮

全園．家長教師面談日

啟示錄21章4節



。

樂牽－到校支援服務計劃
 來年本校仍然會參與「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牽』到校支援服務」幫助
有需要的幼兒，但是由於資源及名額有限，仍然只能幫助正在輪候政府服
務的個案哦！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將於今年年底推出，是次指引特別加強培養
幼兒的「品格」。

EDB 2016/17幼稚園到校專業支援服務──豐富幼兒的群體生活經驗
 承接今年參加了教育局「2016/17幼稚園到校專業支援服務──豐富
幼兒的群體生活經驗」的經驗。
來年會再加以拓寬幼兒的群體生活經驗，使他們能明白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生命教育」的培養
 展望與家長繼續與學校一起用「自己的生命」影響「孩子的生命」，培
養他們成為具備「良好品格的孩子。

2016-2017年度高班小一派位結果

2017-2018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從Ｎ１經常逃跑叫嚷著要回家，至現在Ｋ３頭也不回的跑入課室，詠慈不經不覺
在這學校已經四年了。

 我們都很喜歡這裡，因為每天早上，學校門前總是站著親切的梁校長、善良的外
語老師、喜歡與小朋友說笑的芷盈姐姐及Ruby姐姐等來迎接我們。而我總是喜歡待在
課室門偷偷看著詠慈上課前的情境，有時和同學開心的說笑，有時乖乖的完成課室內
的任務等，看著她這四年的變化，每一天都是很窩心的回憶。很感恩她的成長歷程遇
到這裡有愛的老師們，由一個愛哭鬧的小孩，長成為一個懂禮貌明事理的K3學生，這
都是全賴校長及各老師的功勞！

 這學校除了帶給孩子知識之外，也很注重創意發展。最深刻的是最近的黑夜活動， 
家長們只可以用引導方式令孩子完成不同的事工，由得他們自己討論來解決問題，這
都是訓練孩子獨立思考的方法，自己也要好好的學習。而尾聲的感恩分享亦令孩子懂
得欣賞別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是必須學習的重要課題。　

 我們在這裡的一切經歷都會好好記著，因為它帶給了詠慈
有一個開心、難忘的童年生活，亦感恩在這四年裡可以與各位
同學一起哭笑、一起玩耍、一起學習、一起吵鬧。畢業了，大
家都要各奔前程，雖然不捨，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日子裡都
能繼續帶著燦爛甜美的笑容，面對將來不同的挑戰啊！

 祝各位同學升小順利，前程似錦，友誼永固，一起共勉！

家長心聲

上午高班
葉詠慈爸媽 敬上

 不知不覺我已成為了“半個”仁愛的學童，我自己沒有上過幼稚園，由接送小朋
友，到參與各類型活動，學校幾乎是我每天必經的地方，溫老師向我提出對洛樂的
“鼓勵計劃”，要求我暗地裡配合；薛老師的循循善誘，教小朋友從來沒有“捷徑”
，這是一種“Art”，除了“恩威並重”，亦深刻體會了老師和家長的互相配合，深刻
體會到校長和各位教師的教學理念和心思。

 洛樂終於要升上小學，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我真的是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回
想起我的小朋友初初來到這間學校讀書，對甚麼事情都不認識，覺得一切都很陌生，

但後來我發覺他慢慢地適應過來了。學懂了不僅是課本上的
知識，還有品行方面的修養，亦懂得與小朋友相處。學校裏
發生的趣事及老師們的耐心教導，他一定會留下了很多美好
的回憶。校長，各位老師，加油！你們的辛勞的用心付出，
小朋友體會到，家長們同樣感受得到。

全日高班
洛樂爸爸上



家長心聲

 夏天進入仁愛幼稚園至今已經快兩年了，現在就讀K2班。

 剛升入K2班時，換了班主任老師，老師開始讓孩子們自己動手做很多事情，也讓
他們嘗試獨立思考問題。由於老師們的耐心幫助和指導，夏天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適
應了這種轉變。現在每天放學回家都是自己換衣服；做完功課後自己放回書包裡並整
理第二天應帶的主題書；收拾擺放玩具時還會分類；需要爸媽幫手時會講“請”“謝
謝”......

 看到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巨大變化，我們感到非常欣慰！也很感
恩！是老師的教導、包容和呵護讓夏天逐步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
慣，學會了禮貌待人、與人分享、謙讓，使他能夠在校園中愉快
的學習和成長。

 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梁校長、謝主任、
郝老師及各位老師，Ruby姐姐、芷盈姐姐和各

位姐姐對夏天的悉心照顧，特別感謝班主任李老師和鄭老師對夏天
的教導和關愛！ 全日低班

夏天家長

 時光飛逝，回想起替海澄報讀預備班，仍歷歷在目。因海澄於年尾出生，而且是
一個文靜的小女孩，對比年頭出生的小朋友會較遜色，很多學校都將海澄列為後備生，
但很感恩「仁愛幼稚園」錄取了她，令我放下了心頭大石。

 因為她較遲入學，當其他小朋友已適應學校環境時，海澄
才剛踏入「社會」呢！每天也是哭著上學哭著放學，多謝老師
們對海澄的照顧，令她迅速適應了學校群體生活，進步了不少
，不再哭泣了，除了每天笑著放學，也學會了主動，而且樂於
分享學校的點滴。

 短短DN至K1時，已深深感受到仁愛這大家庭的愛，令我更放心把細佬一起在這大
家庭成長。現在每天兩姊弟一起開心上學，放學後會滔滔不絕地互相分享校園點滴，
很感恩他們擁有開心的校園生活及老師們對他們的鼓勵、關懷。

 仁愛這個大家庭，給小朋友一個快樂的學園生活，除了令
他們開心、享受返學，還舉辦了不少多元化的活動，令小朋友身
心社靈均能成長，亦透過學習去學懂了自理及責任心；儘管在職
的我，不能每天接送返學，但有定期評估、家長會、親子活動等
，令家長安心。每當遇到問題時，老師會用不同的方法去了解小
朋友，再與家長配合，一起解決問題，幫助小朋友成長。無論睛
天雨天，校長及其教職員都親切地迎接小朋友回校，歡送小朋友

放學回家，說說笑笑，每一位小朋友都記得他們的名字，而且每位教職員小
小的動作，都令人受很窩心；深切感受到他們都很有愛心和耐性，而且十分
重視每一位小朋友。

 作為父母，我們真的很感恩兩姊弟可以在這充滿愛的幼稚園中成長。

上午低班及上午幼兒預備班
海澄及澔澄媽媽



 曉悠自去年9月開始在仁愛幼稚園就讀全日K1班，我們

很開心曉悠可以在這裡就讀。

 仁愛的校舍很寬敞，有充足的室內及戶外的活動環境空

間，空氣流通；學校亦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曉悠特別

喜愛參與校內及戶外跳舞表演、「護脊小先鋒」、校內兒歌

歌唱比賽等，讓她有更多機會與他人合作，建立信心和培養興趣，而每次她也很樂在

其中呢！另外，仁愛十分注重「品格教育」，透過聖經故事，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

幫助曉悠培養了一些良好的品格，例如：「忍耐」、「知錯能改」、「欣賞他人」等

等，並且以嘉許的方式，鼓勵她在日常生活中把這些正確的價值觀實踐出來。現在的她

會學習更有耐性等待，更懂得感謝身邊的人，會主動和坦白承認自己做錯了的事並願

意去改過呢！

 多謝校長及各位教職員(特別多謝謝主任及歐陽老師)，讓曉悠可

以在這個充滿愛的校園中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全日幼兒班
黃曉悠家長

 我的兒子在仁愛幼稚園就讀上午幼兒班。在選校時，我們就沒多考慮過其他學校，

因為我們的大女兒也曾是仁愛的一份子，她在那裡渡過了三年的愉快校園生活。在女

兒就讀仁愛幼稚園時，我就感受到了仁愛學校的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與愛護。這是幼兒

健康成長的關鍵。正因如此，當我們的兒子到了學齡階段時，仁愛幼稚園就是我們的

首選了。

 剛開學之際，兒子適應得挺好的，上學也沒有哭。可他上

學到了第三周，因為病了請假沒上學幾天。病後回校的兒子開始抗

拒上學，還好有校長的協助和班主任老師的關懷，兒子很快又適應

了學校的學習生活。自此，我兒就在仁愛開始他的快樂校園學習生

活。現在，經常掛在他嘴邊的是他喜歡的班主任謝老師、歐陽老師

、教普通話的郝老師、教宗教的Miss Ming，還有常幫助他的姐姐。

此外，他會不時地哼著學校老師教他的各種兒歌，開心地聊著在學

校發生的各種趣事。放假時，還會不時地拿出學校課本，讓我們和他一起讀課文認字，

講故事，唱兒歌等等。看到他享受校園生活，我們也感到放心和欣慰。

 借此機會，我們感謝梁校長、謝老師、歐陽老師、及其他

各位老師，Ruby姐姐，芷盈姐姐及各位姐姐的努力工作，付出的

愛心和對學生的悉心照顧，讓我兒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與成

長。
上午幼兒班
陳海靖家長



 兒子瓞朗自從去年入讀仁愛幼稚園幼兒預備班後，我看著他一

天一天地成長，心裡滿有喜悅。

 入學前很擔心瓞朗不習慣校園生活，開學首星期，他天天哭著

表示不上學，要找媽媽。當時感到很擔心，此情況會持續多久呢？

誰不知班主任和校長居然能使瓞朗在短時間內，愛上上學。現在他

每天都愉快地踏進課室，跟我揮手道別了。

 感謝仁愛幼稚園幼兒預備班班主任(梁老師和李老師)、梁校長、每位老師、書記

姐姐及工友們對孩子悉心的照顧，讓他們愉快地上學，而我亦十萬個放心把孩子交給

他們教導。

上午幼兒預備班
陸瓞朗媽媽

 仁愛幼稚園有一個廣闊的室外操場，讓小朋友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也能夠在操

場跑跑跳跳，進行各類型的主題活動，而不只是困在冷氣房內。

 學校的DN課程內容非常適合孩子的發展需要，既能滿足體

能上大小肌肉的發展，也能訓練幼兒的基本學習能力和自理能力

。在軼延開始上學後，短短的日子裡，他已經學會餐前、如厠後

要洗手，病了要帶口罩等個人衛生知識。老師的耐心指導和專業

態度，用心去了解每一個小孩子，讓小兒可以輕鬆愉快地學習和

適應學校的生活。每天下課後，軼延都會跟我們分享校內生活時

，有時候也會模仿起老師的說話來，可見老師在他心目中敬愛的

程度！

 

 總的來說，這一年來軼延過了一個愉快輕鬆的幼稚園適應階段，他愛上了上學和

建立了個人的社交圈子。最令我們喜出望外的，是看到軼延自信心和自理能力的提升，

使他勇於表達自己，勇於嘗試新事物，亦開啟他探索這個世界的智慧。

 藉此機會，感謝校長，Miss Li，梁老師，各位老師，芷盈姐姐，Ruby姐姐，惠姐，

蘭姐，同各位教職員的悉心照顧！謝謝您們！

下午幼兒預備班
施軼延媽媽



1988

    大家可知道，基督教海面傳道會是由「福音船」演變出來嗎？它誕生於1912年，由「福音船」開始漁民佈道事工，引領水上人歸主。1920年在鴨脷洲開辦義
學；1952年動工興建漁民學校，翌年完成啟用，讓漁民子弟入讀。
 直至1988年於現址開辦仁愛幼稚園，由第1年只
有數名畢業生開始，至今 30 年間仁愛經歷了不
同的風風浪浪起起跌跌。耶穌的恩手總是看顧著
「仁愛」，於2011年的風浪中，祂巧妙地把想重返                         
前線的我又拉回了校長的崗位，更早已在此安插了願意

幫助學校發展的天使，耶穌如此愛「仁愛」，我又
怎能悖逆神的旨意，不承擔帶領仁愛幼稚園這項
任務呢？

「仁愛」緣自基督

緣聚「仁愛」

一貶眼已經歷了7個畢業禮，感
恩學生人數能持續增長

，感恩有關愛幼兒的團隊，感恩有認
同學校辦學理念的家長

當年，我是仁愛第12屆的畢業生，
畢業這麼多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露

天操場踏單車、溜滑梯及玩波波池的情景。沒

想過會於2014年暑假到母校工作，不經不覺已

3年了。

 在這3年間，我每天都在充滿歡樂、笑聲及氣氛和諧的校園內工作，
每天與小朋友一起笑、一起遊戲，望著他們彎彎的笑眼，我深深感受到師弟
師妹們快樂的心情，讓我深信我們能帶給他們愉快的校園生活。

芷盈姐姐



    大家可知道，基督教海面傳道會是由「福音船」演變出來嗎？它誕生於1912年，由「福音船」開始漁民佈道事工，引領水上人歸主。1920年在鴨脷洲開辦義
學；1952年動工興建漁民學校，翌年完成啟用，讓漁民子弟入讀。
 直至1988年於現址開辦仁愛幼稚園，由第1年只
有數名畢業生開始，至今 30 年間仁愛經歷了不
同的風風浪浪起起跌跌。耶穌的恩手總是看顧著
「仁愛」，於2011年的風浪中，祂巧妙地把想重返                         
前線的我又拉回了校長的崗位，更早已在此安插了願意

幫助學校發展的天使，耶穌如此愛「仁愛」，我又
怎能悖逆神的旨意，不承擔帶領仁愛幼稚園這項
任務呢？

1997

2007

2017

「基督教海面傳道會仁愛幼稚園」對於鴨脷洲大街的街坊應該不會陌生吧。
記得2007年女兒入讀幼兒預備班，在這裏渡過她人生第一個校園生活，十年後
的今日，她進入第三個校園∼中學。2015年9月，小兒也入讀了這校的幼兒預

備班。
 有人曾經問我為何選擇「仁愛」呢？我答：首先是因為熟悉，其次就是大操場和「
仁愛田園」。試問在同區幼稚園哪有這麼大片地方讓小朋友跑跑跳跳，享受陽光，享用
他們自己有份參與種植的菜苗呢？
 學校舉辦的活動很多元化，例如：自製龍舟、年宵巿場等，還有兒歌朗誦比賽，記
得女兒當年曾在校長手中接過冠軍獎座呢！
另外，學校又會安排小朋友出外參與比賽，女兒就曾參加「奧數比賽」、「香港交通安
全隊步操比賽」等。
 至於歷歷，他曾當過「分享之星」，在全校師生面前分享讀後感，亦參與過幾次出
外表演，每次老師們都悉心為同學打扮，而他們的表演自信十足，毫不怯場，真要多謝
老師們事前用心為他們排練啊。
 現任校長在我女兒就讀時已任教，非常感受到她的熱誠和努力，我相信歷歷會在仁
愛老師們悉心教導下開心成長。
 你希望自己小朋友第一個校園生活，會在怎麼樣的環境下渡過呢？

10年「仁愛」人

一貶眼已經歷了7個畢業禮，感
恩學生人數能持續增長

，感恩有關愛幼兒的團隊，感恩有認
同學校辦學理念的家長

讓孩子成為「人『仁愛』的一份子」, 

我會繼續聽從耶穌的帶領， 與仁愛一起迎接 另一個30年。 梁燕平校長

上午幼兒班

盧沛歷家長



日期﹕14-10-2017(星期六)

時間﹕上午9:30-下午12:30

地點﹕本校 (香港鴨脷洲新市街38號地下)

活動內容﹕船到仁愛自然樂(手工製造區)

           船到仁愛自然樂(競賽區)

           自由仁·自由愛、時刻30載仁愛

           彩虹繽紛樂、Yan  Oi Studio

歡迎6歲或以下兒童與家長一起參加

費用全免﹔並備有小禮物，派完即上。

電話﹕25547808

「如你不欲收取通函郵件，請在信箱貼上『不收取通函』標貼。標貼可於全線郵政局、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公眾諮詢服務中心、
公共屋邨辦事處和個別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免費索取。請注意，『不收取通函』標貼機制並不涵蓋由政府及相關機構、立法會
議員、區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和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合資格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所投寄的通函郵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