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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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非牟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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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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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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設施



學校特別計劃

1. 學校成功完成大變身
  感恩於本學年開始前完成全
校課室及房間的裝修工程，讓課
室空間運用可以更靈活，儲物空
間更充足。加上，教會建築物的
整體維護工程，學校所有空間得
以完全改變，讓小朋友有更合宜
而舒適美觀的學習環境使用。

4.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本校早於「幼
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2017」推出前，
已積極推動培養幼
兒的「品格」。

3. 到校支援服務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
會『樂牽』到校支
援服務」，除了加入服務的小朋
友及家長能受惠外，老師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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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業交流中
，學習到更多「幫助孩子成長」
的實用知識及方法。

2. 護脊校園計劃
 本校第二年參與由「兒童脊
科基金」舉辦之「護脊校園計
劃」，建立護脊文化及增進脊
骨神經的認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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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去年參加了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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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拓寬幼兒的群體生活
經驗，使他們能初步明白個人與社
會的關係。

6. 「生命教育」的培養
 感恩家長繼續與學校一起以
「自己的生命」影響「孩子的
生命」，培養孩子成為具備「良好
品格的孩子」。

學校特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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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幼稚園
教育證書

教師經驗
0 - 3 年

佔33%

教師經驗
4 - 6 年

佔11%

教師經驗
 7 年或以上

佔56%

佔56%佔44%

教資情況

課餘活動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9月

10月

11月

K3．參觀鴨脷洲公共圖書館 K3．參觀東華三院鶴山小學

全園．香港仔坊會會賣旗

全園．2017公益金便服日          全園．「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全園．開放日-「仁愛30生日大派對」
         親子嘉年華

全園．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進行「盲」的體 驗活動
 奧比斯護眼講座

全日K3．參觀海洋公園 全日K3．海豚博物館開幕

全園．奧福音樂親子工作坊         全園．賽馬會「一人一花計劃」          全園．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全園．秋天燒烤樂      
K3．參與南區「基督教節慶嘉年華」海濱公園表演         全園．親子  環保聖誕吊飾 設計比賽           全園．家長教師聚一聚

K3．參觀「動植物 公園」及戶外野餐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全園．家長工作坊–「取得孩子合作的方法」 全園．中秋親子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全園．2017公益金便服日          全園．「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全園．奧比斯「世界視覺日」襟章活動-進行「盲」的體 驗活動
 奧比斯護眼講座

K2．港回歸廿載南區繽Fun情嘉年華表演 全園．小小奧運會暨9&10月生日會

全園老師．教師培訓日-樂牽
K3．外出購買食材 - 
 學習一打&半打

全園．奧福音樂親子工作坊         全園．賽馬會「一人一花計劃」          全園．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全園．秋天燒烤樂      
K3．參與南區「基督教節慶嘉年華」海濱公園表演         全園．親子  環保聖誕吊飾 設計比賽           全園．家長教師聚一聚

K3．參觀「動植物 公園」及戶外野餐 

全 年 學 校 活 動



忍耐 -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12月

1月

2月

K3．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講座 全園．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K2．參觀「交通安 全城」

K2&K3．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英文stem遊戲」            K2．搭港鐵      K2&K3．培德學校姐姐到訪活動       全園．浸信會愛群會服務處賣旗日
全園．親子愛牙計劃            K3．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K1．野餐吹泡泡      K3．繽紛20載慶回歸嘉年華暨填色比賽頒獎典禮表演

馬太福音24章13節

全園．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全日K2&K3．路德會利東展能中心 學員到訪

K3．道路安全講座 全園．親子旅行樂融融
畢業生．30周年校慶 活動 -
樂聚仁愛∼畢業生親 子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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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飲茶體驗          全園．家長教師面談日           全園．兒童脊科  基金一人一利是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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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K3．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英文stem遊戲」            K2．搭港鐵      K2&K3．培德學校姐姐到訪活動       全園．浸信會愛群會服務處賣旗日
全園．親子愛牙計劃            K3．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K1．野餐吹泡泡      K3．繽紛20載慶回歸嘉年華暨填色比賽頒獎典禮表演

全園．幼營喜動校園計劃             全日K2&K3．路德會利東展能中心 學員到訪

畢業生．30周年校慶 活動 -
樂聚仁愛∼畢業生親 子盆菜宴

K1-K3．家長觀課 (主題學習+分組) 全園．火鍋同樂日

全園．農曆新年慶祝會暨1&2月生日會及
 模擬行花市

K2．飲茶體驗          全園．家長教師面談日           全園．兒童脊科  基金一人一利是籌款                 

K2&K3．到校護脊操訓練



3月

4月 及 5月

全園．開心「果」月 - 水果日記咭 K2．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K2&K3．田灣始南小學「第十四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全園．拍攝畢業照及個人證件相        全日K3．嘉諾撒培德學   校到訪宣傳以物易物活動及小六的天空

K3．參觀鴨脷洲消防局全園．開心「果」月系列活動 - 水果週

K3．畢業班親子黑夜歷奇活動 K1．超市購 物體驗K1．南區北岸婦女會表演

饒恕 - 寬恕別人過失的，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19章11節下



全日K3．浸會大學活動-復活節 全園．復活節慶祝會暨3&4月生日會

K2&K3．田灣始南小學「第十四屆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全園．拍攝畢業照及個人證件相        全日K3．嘉諾撒培德學   校到訪宣傳以物易物活動及小六的天空

K3．中華電力《看到的電力》幼稚園探訪活動
K1-K3及畢業生．歷屆畢業生及家長
 小學生活分享會

K1．超市購 物體驗 DN．參觀港鐵站 K2．參觀郵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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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園．英文兒歌比賽K1．乘坐街渡體驗 全園．普通話兒歌比賽

K3．模擬小息 全園．交通安全與你暨5&6月生日會

7月

全園．夏日炎炎玩水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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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園．聖經品格培育獎勵計劃頒獎

詩篇51章10節



2017-2018年度高班小一派位結果

2017-2018年度
學生服務獎及操行優異獎得獎者

2017-2018年度學生校外比賽

2017-2018年度高班小一派位結果

2017-2018年度
學生服務獎及操行優異獎得獎者

2017-2018年度學生校外比賽

學生服務獎得獎者班級 操行優異獎得獎者

 上午 DN 莫恆訢 陳諾恆

 下午 DN 徐安悅 陳希彤

 K1 梁萓晴 施語晴 黃梓晴 陸瓞朗

 K2 陳溢翔 林梓皓 黎鍶澄 黃銘津

 K3 梁萓琳 楊海澄 陳芊悠 譚泳悠

香港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幼稚園普通話童詩朗誦比賽」

及多項填色比賽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已於去年年底推出了，期望優質的幼稚
園教育，能幫助每位幼兒發展成為一個：
 愉快、有健康體魄、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喜愛探索求知、善於溝
通、樂於與別人交往、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

學校會延續現有校本課程中的：
1) 中文、數學、音樂課程─仍然會獨立於主題書以外，沿用現時有效而
 合宜的課程內容；
2) 網上學習及英文學習─仍然會融入於新課程中，以豐富孩子的學習；
3) 仍重視培養幼兒的「品格」，加強融入於日常學習及生活中，以培養
 孩子 ─ 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本校亦因應新指引而會修正來年K1-K3的課程大綱及教學模式，將會有幾
項修訂：
1) 與時並進—選用新版本而附合教育局要求的新教材套；
2) 為了讓孩子能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有更多「自主學習、探索思考」
 的機會：
 ─ 每級全年只選用6本「生活化」的主題書；
 ─ 增加「專題研習」次數，同時各研習週數亦會增加，讓孩子能就
  他們感興趣的題目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以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不
  同需要，包括：不同的能力、個性、興趣、背景、文化、生活習
  慣及學習模式等，透過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歷建構知識；
 ─ 增加科學探索週：讓孩子可以自主地參與不同的科學探索活動。

「書伴我行」計劃
 本校將再與「書伴我行(香港)
基金會」合作，於新學年推出「家
長『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入門及
深造工作坊，為未曾或已參加過「
兒童啟蒙老師訓練」工作坊的家長
能透過訓練，提升家長對親子共讀
的信心及技巧，並為孩子建立閱讀
習慣。

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計劃2018-2019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到校支援服務 - 特殊需要和駐校社工 
 來年「到校支援服務」將成為「常規性服務」可以繼續幫助有需要的
孩子及家庭。
 為及早識別及援助有福利需要的學童及其家庭，社署將會推出為期3
年的「為學前兒童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分階段為全港現時所有資助
學前服務單位的學童及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本校已回覆有興趣參與，現
正等待社署回覆本校能否加入「先導計劃」。
 期望駐校社工服務能支援學校的：兒童個案輔導、家庭個案輔導、家
長教育及支援教職員。

認證護脊校園計劃
 本校已完成「護脊校園階段」的學校，來年會深化脊骨護理的知識，建
立護脊生活習慣及推廣護脊文化。



 承熹的表哥之前在仁愛幼稚園上學，他媽媽介紹說仁愛幼稚園的校長和老師很善
良，有愛心，學校還有一個寬敞的操場，有足夠的室內和戶外活動環境空間，是一間
好學校。
   報讀仁愛幼稚園所以是我們的首選，承熹在開學初期一直哭著不願上學，他一向
比較怕羞，怕陌生人，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媽媽又不在身邊，一時間失去安全
感，好在有李老師、梁老師悉心的照顧和教導下，承熹也慢慢的開始適應校園裡的生
活，現在他會把學校學到的東西帶回家和我們一起分享，會扮演角色教我唱歌，講故
事給爸爸聽，在家唱唱跳跳很開心。
   我們深深明白孩子點滴進步是源於老師的教導、鼓勵、關心、耐心、愛心跟無私
奉獻，李老師和梁老師不僅要教育教學課程還要關心孩子們的”吃喝拉撒”工作量大
，十分辛苦，但她們毫無怨言，總是滿面笑容把快樂帶給每位小朋友。
 借此機會謝謝梁校長、Ruby姐姐、芷盈姐姐和各位姐姐對承熹的照顧，特別要感
謝李老師、梁老師

 不知不覺，悅悅就讀仁愛幼稚園的下午預備班將近結業了，這期間孩子的進步和
改變非常大，讓我很慶幸當初選擇了仁愛幼稚園。
 回首悅悅剛入幼稚園時，懵懵懂懂、又哭又鬧拒絕入校，甚至在家穿校服就開始
排斥，表示不上學，要找媽媽，是老師的耐心、愛心和鼓勵把悅悅變成一個聽話自律
，開心享受上學的小朋友了。
 當時的悅悅還是具備必要的吃喝拉撒等生活技能，加之語言發展滯後，表達能力
特別弱，曾讓我放心不下，甚至擔心語言上的缺陷會造成老師對囡囡的注意力降低，
從而影響到孩子的心靈。但很快發現，預備班的老師不僅愛心滿滿而且特別細心，班
主任梁老師多次詢問悅悅的語言發展狀況，並建議帶孩子早點去健康院評估，學校也
提供了一些相應的支援信息，梁校長也對悅悅的語言發展特別的關注。這些舉動，讓
我很感動，對家長而言，這不僅僅是學校關心學童的一件小事，而是老師細膩、愛心
、責任心的良好體現。
 經過一學期的學習，悅悅從”伊伊呀呀”不知要表達什麼，到識講”要上學”對
我來講，是莫大的感動。孩子不僅語言上有突破性的發展，在個人綜合能力上都得到
很大的提升。現在的悅悅獨立了很多，自己動手洗襪子、扣扭扣、去廁所、玩的玩具
識得歸位擺放。懂得禮讓、分享、感恩。孩子的每一點進步，都包含老師含辛茹苦的
教導和培養，對仁愛幼稚園的老師們為孩子的辛苦付出更是心存感激！
 在此，感謝仁愛幼稚園帶給悅悅的成長！感謝梁校長，感謝幼兒預備班的梁老師
和李老師，感謝各位姐姐同教職員的悉心照顧與愛護。謝謝您們！

家 長 心 聲

上午幼兒預備班
李承熹家長

下午幼兒預備班
楊悅媽媽

家 長 心 聲



 芯柔由2016年11月開始就讀仁愛幼稚園N班到K1班，每天都開開心心上學去，仁
愛像一個大家庭，每天上學都會見到校長、各位老師、Ruby姐姐、芷盈姐姐、各位姐
姐親切地迎接我們，互相打招呼及問候，而芯柔亦很期待每天上學途中能遇見同學仔
，一起上學去。
 我很喜歡仁愛幼稚園有一個大操場，可以讓小朋友有足夠空間伸展、學習及玩樂。
 芯柔第一個月上N班時，因為年尾出生，那時剛2歲，說話較少，我很擔心，芯柔
會否不適應或會否受傷，但看到芯柔上學一星期後，很喜歡上學，也看見李老師抱著
哭泣的小朋友安撫，我便放心多了。芯柔N班時，有一次因身體不舒服而不停哭，李老
師和校長輪流抱著芯柔安撫，我很感動，真心感受到這裡很有愛。芯柔生病時，梁老
師的致電問候，讓我感到溫暖，梁老師讓我參與小孩活動中的義工，每逢星期五可以
參與親子早操，讓我更了解小孩在校內的生活，這樣很好！
 見到芯柔的成長，感謝校長、梁老師、溫老師、N班時的李老師、各位老師、Ruby
姐姐、芷盈姐姐、各位姐姐的悉心照顧及教導！

致仁愛幼稚園

 今年3月時，因故從台灣回香港後，便開始替孩子找學校。當時到仁愛幼稚園詢問
時，得到校長的全力協助，使我的孩子很快便能上學讀書。目前我的孩子分別就讀K1
及K2，因為是插班的關係，一開始也比較擔心小孩會不適應。但很意外地發現，小孩
很快便習慣了學校的生活，而且也一直會說上學很好玩。我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姐
姐還有各位同學，讓我的孩子能快快樂樂的上學與學習。小孩的舅舅也是仁愛的學生
，轉眼20年，仁愛幼稚園依然充滿活力和真誠，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仁愛依然會
是一間優質的幼稚園！

家 長 心 聲

幼兒班
吳芯柔家長

幼兒班及低班
楊詠恩和楊永騰媽媽

家 長 心 聲



高班
黎永浩媽媽

低班
倫焯謙家長

 很感恩能夠在這個小小社區裡找到一間對辦學很有心的幼稚園–「仁愛幼稚園」
 我的兒子在仁愛就讀全日班，當初在選校時沒多考慮其他學校，因我們喜歡仁愛
校舍寬敞，環境清幽，有足夠空間讓小朋友跑跑跳跳，輕鬆愉快迎接不同挑戰！
 仁愛除了帶給孩子知識外，學校亦提供不同種類活動及戶外表演，例如﹕校內朗
誦比賽、奧數比賽、香港交通安全隊步操比賽等⋯讓他更多機會與他人合作，建立自
信，培養興趣！此外，他還會哼著老師教他的各種兒歌，開心分享校內各種趣事，看
到他燦爛笑容，實在令我們很欣喜！
 今年9月女兒快要成為仁愛大家庭一份子，相信她也會感受到校園生活的多姿多彩。
 藉此機會，感謝梁校長、謝主任、植老師愛心和耐性教導，芷盈姐姐、Ruby姐姐
及各職員的悉心照顧，讓我兒在愉快環境下學習成長！謝謝您們。

      時光飛逝，我的第五位小朋友永浩終於畢業了，即將要離開仁愛幼稚園這個大家
庭。
      於十二年前，由大兒子永倫(現升讀中三)，巳經與仁愛幼稚園結緣，到泳兒、永
恆、泳芯、永浩，都在仁愛下長大。這校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因從中交談中，我感覺
到老師的親切和熱誠，以及校長老師對教學的理念和堅持，讓我非常欣賞。
      從那天開始，我與五個子女的心都同在貴校一起成長，也驗証十二年前的選校，
是十分明智。過去與仁愛的相處，通過不同的溝通方式，對於子女在校成長中的發展
，也能全面了解，也建立家校整體的互信。
      每年，校長老師們也會精心設計一些課程、遊戲、主題活動、參觀、講座、戶外
學習、校內校外比賽或表演等等⋯⋯令學生從中學習更多知識和增廣見聞，讓他們主
動學習，敢於挑戰，並發掘他們的表演或各項天份，並給予發展機會，從而增加他們
的表達能力、自信心及與人相處的技巧。
      回顧過去，孩子們由牙牙學語，脫變成今天懂得自理和關愛別人，又喜愛探索新
事物和思考問題的小朋友，全賴校長、各位老師和校工姐姐們的悉心照顧與栽培，大
家相處就好像朋友一樣。貴校更帶給我和孩子數之不盡的美好回憶，有這愉快輕鬆的
學習氣氛，令小朋友更容易投入學習，無言感激。
      希望貴校繼續堅持這份辦學精神，努力提供優質教學，作育英才。
      願主祝福各位師生平安喜樂！



低班
陳溢翔家長

高班
陳柏言媽媽

 轉眼間溢翔已投入了2年校園生活，享受每天上學的樂趣。當初他還是一個比較慢
熱及被動的小孩，經老師採用生活化的學習題材、透過小朋友日常經驗、遇到的事物
加深認知和提高學習興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提高小孩的自信心和自
理能力。現在他會積極舉手回答問題，主動參與各項事物，不時與爸媽分享課堂上所
學習到的知識和趣事。 另外學校會舉辦參觀活動，讓小朋友可以學到更多書本以外知
識，又會舉辦免費的家長講座，講解教導小朋友的技巧。

 藉此，感謝學校全體對學生們的關愛，為他們奠定優良的學習基礎。

給仁愛幼稚園的信：       
 不經不覺，柏言仔已在仁愛讀了3年，很快要進入另一階段！回想起柏言仔小時小
說話，欠缺主動，入學的暑假還未介尿片！當時幫柏言仔找幼稚園也很難，見了幾間
都不收，最後找到仁愛！交表當日碰巧是梁校長接收，順便見埋柏言。我第一次見柏
言和陌生人說話和玩耍，之後梁校長說收柏言我們很開心，因為柏言話很喜歡梁校長！
 開學後柏言很怕返學，每次都喊好耐，因為他無安全感，我們和謝主任商量，給
他的好朋友"家明"公仔陪他上學，由開始"明"不離手，漸漸可以一回學就放"明"到書包
，我相信老師們用了很多心機陪伴和了解他，令他融入學校生活。K1 的時候，柏言真
的有很多問題！在自理、情緒、學習和社交方面，我和老師不斷溝通和配合去幫助柏
言。
 其實我和爸爸對柏言要求不多，只希望他身體健康，開心快樂地成長，做個有禮
貌守規矩的小朋友。在孩童時盡情嬉戲，有些玩意只能小時候做，我們不想他長大後
會後悔。在嬉戲時我們只會在旁觀察，讓他在玩樂時學習失敗，面對困難，希望他長
大後可以堅強地生活。學習是一輩子的事，孩童時的嬉戲錯失了，是無法可以補回的
！希望柏言仔長大後不會留下遺憾。
 很感謝仁愛幼稚園的校長，老師同姐姐們，這3年對柏言的照顧及愛護，提供了一
個開心，健康又愉快的學習環境。特別是膳食方面，每季派發的餐單，令我這個媽媽
十分慚愧。柏言放學回家經常說在學校吃了很多美食，又會認識很多食材。這3年學校
幫助柏言建立了良好身心，準備挑戰6年小學生活。
 希望仁愛幼稚園的校長，老師及姐姐們繼續保持這個愉快的學習環境，令其他小
朋友都可以開心，愉快地成長。

家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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