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冠狀病毒病已肆虐一年多了！經歷反覆不斷的疫情，相信大家都感受一定程度的抗疫疲勞。

本校致力推行「家庭健康維他命」，並於每學年重點推行兩項元素。本學年以「家庭抗逆力（維他命R）」及

「連繫信念（維他命S）」為主題，推動家長和幼兒在疫情下共同學習勇敢面對逆境、接受轉變，同時提升解決困難的

能力。

2020-2021年度
學校報告

學習生活
家校齊心抗疫

支援在家學習一分享「我最喜歡的蛋菜式」

支援在家學習一介紹「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一幼動起來校園先導計劃」

支援在家學習一製作適合不同年齡的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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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製作教學影片，讓幼兒在家亦能愉快學習

支援在家學習一派發教材讓幼兒在家學習

支援在家學習一介紹「好學健康小隊員」計劃

支援在家學習一介紹「健康生活小勇士」計劃

支援在家學習一介紹「童玩童心親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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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關係，本校於學年初分別安排兩級幼兒於上午及下午回校參與半日面授課程，各個課室只容納平日

一半人數，讓幼兒有足夠的空間及社交距離進行課堂活動。此外，亦安排充裕的人手參與教學和照顧的工作，希

望能夠逐步恢復常態的學習生活之餘，亦同心為建立幼兒的衛生習慣及自理能力努力把關。

不能在校淺嚐粽子，便回家與家人一同分享吧！

於日程中自然地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

各個課室只容納一半學生人數並加上隔板，以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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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逆境當前，能否迎難而上乃取決於我們以什麼心情面對，故此學習樂觀及積極地面對是重要的一環。本學年學校

持續以促進兒童情緒表達與自我關顧為發展目標，並與東華三院協辦「童．理．心」家校培幼計劃（計劃由優質教育

基金贊助），舉辦家長證書課程及相關的教師培訓工作坊，以提升家長支援幼兒情緒發展和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能力

及信心。學校亦於幼兒課程中增潤情緒表達及自我關顧的元素，期盼於家校合作下，能全面提升幼兒的情緒健康和學

習能力。

好心情，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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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回顧
全年活動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9/2020 /

♦	 新生遊戲小組（網上Zoom）

♦	 「家庭健康維他命」—「好學健康小隊員」記錄冊

♦	 迎新活動

10/2020 / ♦	 「手部肌肉小手作」親子小組（網上ZOOM）

11/2020 /

♦	 「家庭暖笠笠」計劃之「祖父母學講故仔」（網上

Zoom）

♦	 「口部肌肉小遊戲」親子小組（網上Zoom）

♦	 敬老護老愛心劵2020

12/2020

♦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信信的故

事、信信的寶物（短片）

♦	 聖誕佳音齊頌唱（短片）

♦	 「家庭暖笠笠」計劃之「我永遠愛你」親子活動

（網上Zoom）

12/2020-

1/2021
/

♦	 「家庭健康維他命」親子紀錄冊

♦	 「家庭健康維他命」家庭小任務小冊子

1/2021

♦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信信的家

規、信信遇到問題、力力的故事、力力的百

寶袋、齊來想辦法（短片）

/

1-6/2021

♦	 「 K 3 力 力 情 緒 小 管 家 」 幼 兒 小 組 （ 網 上

ZOOM及實體） 

♦	 「繪本童思：學前語文課程」校本支援先導

計劃（網上ZOOM）

/

2/2021

♦	 「 齊 賀 新 春 祝 福 您 」 幼 兒 小 組 （ 網 上

ZOOM）

♦	 齊賀新年祝福您（短片）

♦	 「新年小手作」親子小組（網上ZOOM）

3/2021

♦	 「齊齊學洗手，細菌通通走」講座（短片）

♦	 「有機水產知多少」講座（短片）

♦	 「鐵路安全之達人」講座（短片）

♦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2」計劃（網上）

♦	 「快樂復活節」親子小組（網上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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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4-5/2021 ♦	 齊惜福計劃—種植班                        /

5/2021 /
♦	 「親子環保之旅」

♦	 「快快樂樂升小一」啟動禮

5-6/2021
♦	 齊惜福計劃—減少廚餘講座

♦	 齊惜福計劃—廚餘堆肥工作坊
/

6/2021 ♦	 端午節慶祝會 /

6-7/2021 ♦	 「快快樂樂升小一」幼兒小組 /

7/2021
♦	 畢業結業聯歡會

♦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幼童牙齒檢查
♦	 高班畢業禮

8/2021 ♦	 小一體驗活動 /

全年

（每週）
/

♦	 「親子故事樂」計劃

♦	 「愛+閱讀」計劃

全年

（每月）
♦	 生日會暨兒童團契 /

協作之會內單位：家庭健康促進中心、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協作之會外機構：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宣道會基蔭堂

6



7



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計劃 頒獎機構

5/2021
2020/21年度綠化校園工程獎

園圃種植—幼稚園組優異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荃灣幼兒學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6/2021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2020年度「關愛校園」榮譽學校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荃灣幼兒學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7/2021

「安健學校」積分獎勵計劃

幼稚園組：金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荃灣幼兒學校

荃灣安全健康社區

督導委員會

2020-2021年度

齊惜福賽馬會綠色生活教育計劃—

惜福學校銀獎及惜福學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荃灣幼兒學校
齊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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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方面
培訓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簡介會 校長／主任 評核員填寫評核報告簡介會

工作坊

校長／主任／教師

網頁後台應用培訓

「協助兒童調節情緒及發展兒童情緒調節能力」

教師工作坊

EVI幼兒教師網上專業培訓系列—

「給孩子終身受用的寶貴禮物（正向品格教育）」、

「如何促進孩子自主探索能力」、

「繪本延展多面睇」、

「幼稚園網上推廣策略」網上工作坊

主任／教師

幼兒營養工作坊及進階版

「賽馬會幼稚園數碼能力優化計劃」專業教師培訓工作坊—

互動學習教材的製作與應用（實例分享）

「在家學習成趨勢，評估原來有妙計！」教師工作坊

教師

「身體協調對對碰」工作坊

幼兒體能遊戲工作坊

「提升幼兒全方位能力有妙法」網上專題工作坊

培訓及交流

校長／主任／教師

環境評量表[ECERS-E、ECERS-R]學習知多少

教師口腔健康教育培訓（賽馬會幼童護齒計劃）

「讀寫障礙工作坊」—從小學好中文

課程組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先行培訓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課程培訓—幼兒數學

校長／主任 行政組 有效溝通及協作

校長／主任／教師

教師發展日—「好心情．好課程」

學前融合教育的實踐研討會

「親子盒（一）」計劃教師簡介會、內容深化及

網上教師專題講座

「親子盒」計劃網上教師專題講座—

「幫助專注力不足的幼兒在課堂中的情緒控制，促進社交關係」、

「認識幼兒腦部發展，提升精神健康」、

「如何在故事中啟發小朋友的探索能力和創意思維」

校長 「國家安全：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簡介會

校長／主任

幼稚園校長管理座談會：「疫情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東華三院「童．理．心」家校培幼計劃—

計劃成果分享會暨自我關顧活動體驗

音樂摩天輪Live Party

「快樂寫、愉快讀」網上研討會

融合線上線下學習—建設趣學英語環境

「專家網上分享會2021暨新書發佈會」

處理兒童負面情緒分享會暨「牛角包生氣了？」

繪本發佈會實務工作分享會

「課堂『正』策—正向行為管理技巧」

校本教師發展計劃共研網絡學校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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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10/2020 「我長大了系列之飲食篇」講座 駐校社工 何麗瑩姑娘

11/2020 「我長大了系列之如廁篇」講座 駐校社工 何麗瑩姑娘

12/2020 「家庭健康維他命」簡介會 駐校社工 何麗瑩姑娘

1-5/2021
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家長證書課程

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專責社工

5/2021
親職教育學院

管教有法不動「氣」講座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師及香港教育大學

兒童與家庭科學專業顧問　

張溢明先生

5-6/2021 「快快樂樂升小一」家長工作坊（一）、（二） 駐校社工 何麗瑩姑娘

6/2021
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家長減壓工作坊

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專責社工

7/2021

「口腔健康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賽馬會幼童護齒計劃」牙醫團隊

「讓孩子快樂上小一」幼小銜接家長座談會 駐校社工 何麗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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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的耐心與關愛，我們非常高興及放心讓兒子就讀貴校，特別感謝卓霖的班主任楊老師，她是位

盡心盡責的老師，細心與家長溝通，她會留意卓霖各方面的表現、值得鼓勵欣賞及需要改進的地方，讓我更了解卓霖

在學校的情況，令我十分安心。

卓霖由最初上學哭鬧及表現膽小害羞，老師不斷鼓勵及耐心引導，並參與各種豐富的遊戲活動，讓卓霖漸漸愛上

上學，令我很欣慰！學校的課程讓他學到新的語言，溝通能力亦有明顯的進步，說話亦流暢了，並且經常跟我分享學

校的事情，他特別喜歡參與「視判樂」及「親子故事樂」活動。我認為「視判樂」是很好的功課，以遊戲方式融入教

學，可以輕鬆地學到更多，讓他探索不同的新事物，對他幫助很

大，讓他在遊戲活動中愉快學習。他的自理能力亦有明顯的進

步，例如：能夠自己如廁、穿鞋，穿衣、進食、收拾玩具；變得

自信、自律和開朗。上學後亦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希望他能繼

續保持這些良好的習慣。

最近他在家多了唱歌，並且記得歌詞，令我非常感動，因為

過往他很少開口唱歌。平時在家中，他表現較活潑熱情及經常說

話，喜歡和小朋友玩耍。他每次分享學校的事情，都會提及其他

同學，可見他很想和其他同學玩。我很喜歡這所學校，亦認同小

朋友的學習不只局限於書本上，還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學習，發

揮更大的效能，就如近期舉行的「親子環保之旅」。

真的非常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姨姨們的教導與照顧！大

家繼續努力，加油！

基礎班A 歐卓霖家長

很高興荃灣幼兒學校能成為女兒安蕎的啟蒙學校，

讓她可以在基督的愛裡成長。在這裡我看著女兒的背影徐

徐地進入校園，學習與媽媽分離、自己上落樓梯、戒尿

片……，現在回想起來，她真的成長了很多。

雖然這一年回校上課的日子不算多，但女兒已能適

應並融入校園生活。她很喜歡上學，會問我：「聽日要唔

要返學？」。放學回家亦能分享校園事情，還經常表示很

喜歡劉老師。放學後我會珍惜與女兒的親子時間，讓她多

表達內心世界。

今年我由教師的角色轉變為家長，感覺特別不同！

我感受到荃灣幼兒學校每一個細節的安排，都是校長、主

任、老師們努力付出，感謝您們帶給女兒一個快樂的校園

生活！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回復正常生活，不再需要

天天戴口罩，重現笑臉。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基礎班B 郭安蕎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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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轉眼一個學年即將結束，回顧這一年充滿挑戰性，疫

情仍然持續，小孩回校上課也成為非必然的事情。慶幸在上學期疫情嚴

重，學生需在家學習時，學校能夠提供恆常的教學短片，自此看教學短

片成為樂澄停課期間每星期期待的活動之一。

等待到下學期，樂澄終於可以回校上課，從最初的不適應到現在可

以笑著與我分享在學校和老師、同學們的相處點滴，非常感謝老師們對

樂澄的耐心和教導，讓她在社交方面有非常顯著的進步，這亦是為人父

母所嚮往見到的。同時亦感謝學校的靈活安排，使我們可以安排樂澄在

校暫託，為我們雙職家長提供強大的支援服務。

在此亦感激校長、各位老師及工友姨姨們的照顧。期待下學年樂澄

升班後繼續和校長、各位老師及工友姨姨們共同渡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幼兒班A 陳樂澄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一諾即將要升讀K2了。因疫情關

係，一諾失去了很多與同學、老師相處的時間。謝謝黎老

師的耐心教導，令一諾很快能夠適應學校的生活，看見一

諾於恢復面授課程後的改變很大，並且進步了很多。

慶幸一諾能夠享受校園生活，從剛復課時不願意上

課及與老師、同學一起跳舞／做運動，到現在能主動一起

做，謝謝老師們的耐心教導。

一諾回到家會主動分享學校生活，例如：上了英文

堂、到了天台玩及黎老師教他怎樣做熱身運動，每次提到

學校臉上總掛上笑容。作為家長很感恩自己的孩子喜愛他

的學校，謝謝老師們的付出，令一諾每天都期待上學。

盼望疫情儘快完結，可以回復正常，一諾可以與老

師、同學們多些相處時間。

幼兒班B 陳一諾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博倫參加「愛+閱讀」半年有多，這半

年來，我們真切感受到了他的成長，由初時的看圖聊天到現在已

經可以基本閱讀全書。

一開始，我會擔心博倫能否跟上步伐，畢竟孩子還小，認

識的生字寥寥可數。後來老師教我先引導孩子看圖，然後看圖猜

字，加上配套書籍裡的文字比較簡潔，我們很快熟悉流程，並互

相配合閱讀。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巫老師也會指出，並告訴我該

怎麼做。至於回家閱讀，我們會安排一個固定的時間進行活動，

一來可培養博倫的時間觀念，二來也培養了他的閱讀習慣。

參與「愛+閱讀」這段時間，作為家長真的體會很多，博倫

成長的同時我也在成長，通過閱讀我發現博倫更多優點，也更進

一步提升了我們的親子關係。很感謝學校提供這個平台。我們一

定會堅持閱讀下去的！

低班A 薛博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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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地感謝荃灣幼兒學校全體老師！感謝你們三年來對孩

子的關心與呵護，教導與奉獻。你們的努力、愛心與奉獻，成就

了孩子今天的快樂和幸福。

三年前，我們把孩子送到幼兒學校，那時的孩子害羞、膽

怯，也很稚嫩。在這人生啓蒙的三年裡，經過幼兒學校教育理念

的澆灌、老師悉心的培育，孩子不僅能夠有系統地完成語文、數

學、大自然與生活、美藝等不同範團的學習，學校亦注重親子溝

通，推行「愛+閱讀」計劃，讓小朋友愛上了閱讀，並會主動說

故事給家長聽，提高記憶力、想像力及語言表達能力。透過老師

與小孩們的朝夕相處中，他們更學會了互相幫助、團結友愛、樂

觀上進；這一切已足夠證明孩子們得到了良好的啓蒙教育。

這三年裡，小孩們學會把自己的東西與友伴分享；做了錯

事要說對不起；學習要多思考及仔細地觀察大自然等；這些都是

值得珍藏一生的好習慣。

衷心地感謝各位老師！你們的辛勞，我們記得，我們的孩

子也會永遠記得！老師們，辛苦了，謝謝！

高班A 陳樂燊家長

不知不覺，參與「愛+閱讀」計劃已半年多了，從原本不習慣到習

慣，到現在的期待，每週三都很期待這週有什麼新故事圖書跟女兒一起閱

讀呢？通過「愛+閱讀」這個活動，讓我更懂得如何跟女兒一起閱讀故事

圖書，並且可以好好地與女兒溝通，她甚至會主動邀請我一起閱讀。在閱

讀的過程中，可以發揮女兒的想像力，天南地北地說。此外，她的識字量

越來越多，還會拆字閱讀，真是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有時候女兒提出的問

題，我也不知道應怎麼回答，這是惟一令我苦惱的事啊！在此非常感謝指

導老師的説明，耐心地教我如何與女兒閱讀故事圖書及具體稱讚的方法，

真是辛苦老師了！

低班B 鄭澐晞家長

時間飛逝，在這匆匆一年裡，現在便要迎接學期的終結。

在這殊不平靜的一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面授課程的時段雖然短暫，

但並不能阻隔學習的氣氛。在這一年，面授與網課相輔相成，老師們精心

製作視頻，讓我們見識到課堂的樂趣，也讓小朋友能真正地愉快學習。

此外，「愛+閱讀」計劃，不僅讓我們增加了親子時間，於閱讀的過

程中，亦讓小朋友認識更多的字詞。由起初家長需要逐字逐句帶領，到現

在小朋友拿起圖書津津有味地朗讀。透過「愛+閱讀」計劃，讓小朋友的

識字量及自信心都大大地提高了，也讓我們與小朋友一同參與愉快學習。

在此，非常感謝學校的辛勤付出，全賴你們的不辭辛勞，小朋友才能

不斷進步。老師們，辛苦了！

低班C 俞沐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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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到兩年前轉校過來，由低班開始適應校園生活，真的很不

容易。但老師們每天努力地幫助孩子，一起教導她面對挑戰和克服困

難，這是我從心感覺到。起初詠恩不會主動說話，需要老師提問才會

回應。作為媽媽的我時刻都很緊張，心裡著急便會主動幫助太多，老

師和社工觀察到我這個情況和女兒的需要，便主動提醒我什麼時間應

該讓女兒自己做，多給她時間思考及發揮小宇宙，終於令我醒覺過來 

—孩子每天都在不斷成長中，不要過份照顧。

在這兩年裡，相信學校的每一份子，包括：校長、老師、家長和

學生，每一位都面對不同的困難；面對疫情，校長要在學校範圍裡帶

領師生，引導各位做好保護自己的措施對抗病毒。老師要跟從教育局

安全指引，停課期間作出不同的教授方案。學生們不能以面授形式上

課，老師和同學的互動相對減少，以及面對影響學習進度等不同的困

難。家長擔心子女的學習表現倒退，種種問題都不停發生。幸好在家

校合作下，疫情未有影響學校，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出來的成果。

願疫情快點過去，我們又可以回到正常的學習軌道，再次一起以

健康積極的心態同行，走出黑暗的歲月。

高班C 余詠恩家長

快樂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彈子之間，幼兒三年的

校園生活便要過去，可殷快要畢業了！作為家長根本沒有時

間思考子女已經由一個BB蜕變為高班畢業生。

在這三年裡可殷成長了很多，由哭哭啼啼到可以基本

自理、由說話不清到大條道理、由懵懂到基礎知識的培養，

能夠有這樣的成果，全靠老師、嬸嬸、校長的幫助、關懷、

悉心培養及引導。家庭是可殷第一個課堂，學校也是至關重

要的第二個課堂。在女青幼兒學校這課堂，孩子健康成長、

開心快樂、懂禮儀、謙讓、愛護幼小、守規矩。我們樂於見

證，也為此感到安慰，在此再次感謝老師、嬸嬸及校長。

最後衷心希望學校繼續秉承這種讓學生自由、快樂成

長的教學宗旨，培養更多優秀的學生。我們會掛念親愛的老

師、嬸嬸及校長，希望可殷長大成人之後有機會可以回饋學

校及社會，謝謝！

高班B 袁可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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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階段是培養良好品格及正面價值觀的黃金期，品格的養成是透過觀察、模仿並內化，進而展現成外在行為，

同時亦透過父母的身教，幫助幼兒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行為模式。

「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父母是幼兒人生第一位老師，故此更需要以身作則，樹立良好的榜樣。本

校樂意與家長攜手合作，培養幼兒具有良好的品格，並於2021/22學年參與「有品校園」計劃，期望以接納、鼓勵和表

揚為基礎，幫助教師及幼兒一起營造品格導向的學習環境，同時強化及提升家長和教師們對品格教育及正向管教的意

識。有關計劃詳情，本校於稍後再作公布。

學校展望
以身作則，培養「有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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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學校資料	 	
校名：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荃灣幼兒學校
校長：馮如意	
地址：荃灣大河道60號雅麗珊社區中心五樓
電話：2490	9060	
傳真：2490	0144	
電郵：nstw@ywca.org.hk
網頁：https://nstw.ywca.org.hk

9.1 家長教師會委員

 李毓鑫先生  王栩威女士  阮月蘭女士

 張秀云女士  陳劍偉先生  葉林先生

 施凱云女士

9.2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

 香港大學  東華學院

9.3 政府部門

 衛生署  民政事務署  建築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社會福利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9.4 公共機構

  陳慧敏女士

   （香港耀能協會地區言語治療服務）

 齊惜福  基蔭家庭服務中心

 東華三院

9.5 伙伴教會

 宣道會基蔭堂

9.6 本會單位

 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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