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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生活 

 

 

 

 

 

 

 

 

 

 

 

 

 

 

 

 

 

 

 

 

 

 

校長：周意妙 
 
地址：九龍彩雲邨銀河樓

地下 109-114號 
 

2017-2018 年度工作報告 

電話：2755 1546   傳真：2759 0078   電郵：nscw@ywca.org.hk   網址：http://nscw.ywca.org.hk/ 

「夢」幻童年                

有人問：「人生中最無憂無慮是哪一個階段？」想必很多人都會回答是童年。有人又問：「人生

有幾多個十年？」相信人生最少有數個十年。那麼，童年呢？人生卻只有一個童年！孩童時代最可貴

之處就是它如美夢一般，歡笑不斷，叫人不願離開。幼兒學校正是這美夢的開端，令人感到新奇又興

奮。我們的老師就如夢中的設計師，懷著基督之精神和愛心，以一雙「巧手」施展百般「妙計」，讓

幼兒獲取了「德、智、體、群、美和靈」珍貴的「寶藏」，使他們在一個開心愉快的氛圍中，得著全

面性的發展，擁有健康的身體和主動學習的精神，讓幼兒的美夢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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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夢」                

為讓幼兒能經歷如「美夢」般的學習生活，校長和老師以兒童為

本，悉心設計出不同的活動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幼兒可在學校中透

過玩不同種類的教材和遊戲，從中學習不同的知識、態度和技巧。學

校又選出一些與他們生活相關的主題，如「食物」、「交通」、「動

物」等，再配合故事、音樂、小食製作、角色扮演、實驗等不同遊戲

活動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老師也為他們提供了自由探索的機會，使

他們可透過探索及討論等過程，學習解難和合作，主動探索未知的領

域，可謂「探究方十天，學懂已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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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如「夢」                

「美夢」怎麼可能止於校舍內，讓我們一起

跳出校園，到戶外遊歷一番吧!學校為幼兒安排

了不同的戶外活動，如參觀小學、瀕危物種資

源中心、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郵政局、

消防局、港鐵站、超級市場、戶外舞獅活動、

探訪教會等，透過親身的體驗和觀察，讓他們

擴闊視野，增廣見聞。此外，幼兒也會到公園

進行戶外學習，藉此親親大自然，當中更運用

大自然物料作為學習的材料，進行不同的學習

活動，培養探索精神和愛護大自然的心。 

閱讀如「夢」                

媽媽說：「阿仔，過嚟睇書喇。」 

兒子回應：「我唔想睇書！我要玩電話！」 

倘若幼兒聽到閱讀就像以上的回應般如聞惡耗，實為

可惜。吸引孩子閱讀更是部份家長要面對的一大難

關。「孩子能主動閱讀」這一個「夢想」，看似遙不

可及。 

事實上要幼兒主動表達「媽媽，我地一齊讀書吖。」

其實不難。重點要讓他們覺得閱讀的過程也可以愉快得

像「美夢」，能夠享受其中。「愛＋閱讀」就是這個「良

方」，老師在過程中以個別形式指導家長，讓他們學習

與幼兒閱讀的專有技巧，從而提升幼兒的閱讀興趣。幼

兒除了在閱讀時的耐性、觀察力、識字度等方面有進步

外，親子關係也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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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服務 

童心同德學環保                

    幼兒是發展未來社會的棟樑，要讓未來的棟樑生生不息，建立美好的環境是保護幼兒「美夢」的

重要元素。現代社會雖然不斷進步，但不時會聽到有關「地球先生生病了！」的訊息，因此保育環境

豈能怠慢？學校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來培養及加強幼兒的環保意識，例如：設立「環保資源回收站」，

培養幼兒和家長把垃圾分類擺放的習慣；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幼兒可如何實踐環保，包括外帶食物時，

可使用食物盒及在外出時，減少購買即棄飲料，可攜帶水瓶等；在不同活動中又加入了環保的元素，

教育幼兒利用環保資源創作一些環保圖工和玩具，也一起製作環保酵素等。我們希望透過多樣化的活

動讓孩子從小學習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使他們將來仍然能在美麗又健康的環境中生活，能繼續作 

「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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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年活動回顧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活動 

全年活動 

 早禱會(逢星期五) 

 午禱會(每天) 

 生日會(每逢單月) 

 親子團契(每月一次) 

 「愛＋閱讀」 

 

9-10/2017 

 「彩雲歡樂迎中秋」活動 

 新生適應月 

 高班參觀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高班、低班、幼兒班家長會 

 親子跑跑樂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7」 

11-12/2017 

 小人兒劇場之「信信愛回家」 

 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幼兒班參觀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真光中學探訪活動 

 聖誕感恩聚餐 

 

 基礎班家長會 

 「家校同建好品德」活動 

 親子旅行 

 親子跑跑樂 

 聖誕慶祝會  

 「童心同德學環保」環保資源回收站 

1-2/2018 

 小人兒劇場之「承承是個好幫手」 

 責任承擔「自己的事自己做」 

   好孩子獎勵計劃 

 高、低班參觀港鐵彩虹站 

 彩雲舞獅賀新春、華服日 

 1.13女青賣旗日 

 親子資源天地親子活動 

   「新春掛飾製作」 

 

3-4/2018 

 

 小人兒劇場之「力力的百寶袋」 

 高班、低班、幼兒班戶外學習日 

 幼兒班參觀郵政局 

 高班參觀牛池灣消防局 

 高班及低班參觀長沙灣瀕危物 

   種資源中心 

 「家庭抗逆力」活動 

 「開心爸媽」親子小組 

 「力力」快樂跨難教室 

 幼兒班家長觀課及諮詢會 

 

5-6/2018 

 低班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基礎班、低班、高班家長觀課及諮詢會 

 「開心爸媽」親子小組 

 幼兒教育部 2017-2018年度聯合 

   畢業典禮 

7-8/2018 

 暑期活動 

 模擬小一課堂 

 高班、低班、幼兒班及基礎班 

親子學習日  

 2017-2018年度結業禮暨親子同樂日 
協作之會內單位/會外機構：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衛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彩雲百佳超級市場、 
九龍真光中學、彩雲聖若瑟小學、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牛池灣郵政局、港鐵彩虹站 
牛池灣消防局、長沙灣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協作之會內單位: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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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計劃 頒獎機構 

7/2018 

品行獎 
馬曉晴 吳耀心 廖文軒 葉天希                       

黃焯傑 利可兒 鄺芷穎 沈嘉晴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彩雲幼兒學校 

學業獎 
黃梓晴 王蕊銅 王譽錡  

雷紫昕 池心言 鄭皓哲 

服務獎 
李焯謙 何卓逸 鄺思穎 黃梓琳  

余芷悅 黃梓欣 劉奕希 

美藝獎 
陳芷桐 黃熹行 李泳澄 陳曈詠  

李詠瑤 曾靖嵐(高班) 

書法獎 
歐宛儒 梁沛嵐 王瑞敏  

黃芯怡 陳韋達 張景雄 

清潔獎 
黃旻駿 容芷淇 梁家朗 馬梓馨                              

李偉聖 楊進霖 李盺葻葻 

親職教育學院 

金鋼鑽獎 

葉承浠家長 王俊謙家長 黃梓欣家長 成恩薇家長 

蕭婥妍家長 陳韋達家長 李盺葻家長 鄺芷穎家長 

鄭皓哲家長 沈嘉晴家長 李詠瑤家長 劉奕希家長 

練善豪家長 周晉安家長 李國威家長 梁嚴月家長 

 楊進霖家長 曾梓童家長 池心言家長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幼兒教育部 

親職教育學院 

金獎 

黃穎茵家長 張梓軒家長 王譽錡家長 王瑞敏家長 

歐曉儒家長 黃芯怡家長 黃梓琳家長 莊逸熹家長 

蔡焯嵐家長 李泳澄家長 利可兒家長 陳曈詠家長 

蔣泳銃家長 邵旨晴家長 雷紫昕家長 李偉聖家長 

李承熹家長 黃焯傑家長 馬梓馨家長 簡晞媛家長 

余芷悅家長 溫梓傑家長 朱子朗家長 鄺思穎家長 

葉天希家長 李芷晞家長 黃熹行家長 歐宛儒家長 

廖文軒家長 梁沛嵐家長 王晨睿家長 陳芷桐家長 

梁家朗家長 何卓逸家長 黃梓晴家長 黃穎琳家長 

容芷淇家長 池浩楠家長 潘勝己家長 李鎬昕家長 

蔡仟悅家長 劉鈞陶家長 黃旻駿家長 潘太陽家長 

王心妍家長 陳倬蔚家長 李焯謙家長 吳耀心家長 

 廖梓禧家長 潘睿均家長 馬曉晴家長 

 曾靖嵐家長(基礎班) 

親職教育學院 

優異獎 

 郭家豪家長 張景雄家長 曾靖嵐家長(高班) 

 徐丁敏家長 黃希朗家長 方柏傑家長 方朗然家長 

 徐思敏家長 羅梓朗家長 何晧志家長 劉姵妤家長 

 戴梓舜家長 陳穎鑫家長 鄭丁善家長 王蕊銅家長 

 何子逸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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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訓  

員工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工作坊 校長/教師 

新入職教師導向 

環保工作坊 

自由遊戲策略工作坊 

培訓及交流 校長/主任/教師 17/18學年專業發展交流團 

校長/主任/教師/ 

文職同工/庶務員 
17/18學年同工培訓日 

校長/主任/教師 

「愛＋閱讀」計劃 

課程組： 

1. 參觀本部長青兒學校 -探討兒童體

能發展計劃的學習策略及特色 

2. 參觀本部信望兒學校－ 

探討戲劇教育的特色及發展 

行政組： 

1. 尋找培訓內容 – 

完善女青幼兒教育品牌 

2. 平等機會在校園 

3. 學校質素評核準備及分享 

處理虐待兒童個案 

課程 
主任/教師 

促進學校自我評估 《表現指標(幼稚園)》簡介會  

幼稚園教育課程規劃與學習範疇培訓 

主任/教師 教育局學與教及評估：幼稚園教育的「從遊戲中學習」 
 

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10/2017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家有生氣小恐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幼兒教育部顧問 

 翁善強先生 

03/2018 
從「我的家」到「我們的家」 

家長工作坊 
駐校社工 馮詩煒姑娘 

03/2018 「我家有個新成員」家長聚會 

03-06/2018 「開心爸媽」親子小組 

05/2018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孩子脾氣解碼」 

資深執業家庭治療師 

屈偉豪先生 

06/2018 
「如何為幼兒選擇圖書及說故事」 

工作坊 
本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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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長回饋  

    本校本年度向家長派發家長問卷，回收率達 100%。本校感謝各家長的寶貴的回應和意見，並會

作出更進，使服務更臻完善，其總結報告詳情如下： 

 

 

 

 

 

 

 

 

 

 

 

 

 

 

 

(6) 

兒童表現  

 

兒童關顧  

家長活動 

家校溝通  

  

學校課程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9.7 %  

十分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9.6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5.9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8.8 %  

十分同意及同意共  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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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迴響 

 

 

  

 

  

 

 

  

 

 

 

 

 

 

 

 

 

 

(6) (6) 

高班 池心言、幼兒班 池浩楠家長 

    作為一所幼稚園，教好小朋友已經足夠，但學校做

的遠遠不只這些。每年舉辦的親職講座，是家長好好學

習的機會，剛剛聽完屈偉豪博士主講的孩子脾氣解碼，

印象特別深刻，實在太有用了，還有馮姑娘的好玩爸媽

工作坊，也讓我學會更好地與孩子一起玩。非常感恩，

我的孩子能夠在一所充滿愛的幼兒學校裏度過他們的

童年，通過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我自己也學習了許多

與孩子相處的方法，可以說，這三年來我們是一同在 

彩雲幼兒學校成長的。 

低班 陳曈詠家長   

作為一個在彩雲幼兒學校讀了三年的學生的家長，如果我說，我對學校有一定的

了解應該也不為過吧！女青彩雲幼兒學校的老師們很有愛心也很有耐心，同時我也感

受到他們對自己工作的熱愛，以小朋友每天上學和放學時對老師們的擁抱就可以感受

到。每天接放學老師總有一些女兒當天在學校的表現和我們分享，好的，不好的，這

少不了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注和關心。女兒自升到低班，參加「愛＋閱讀」後，對文字

有了興趣，見到不懂的字，會主動提問怎麼讀，更難得的是會主動問我是什麼意思。 

參加這閱讀計劃已有一個學期，究竟她學會了多少個字詞，我沒有統計過，但難能 

可貴的是培養她對文字的敏感度和興趣。老師們總利用自己的私人時間來指導和解決

我們閱讀過程中的不當方法和難題。學校很注重學生的品行，人們常說學會做事先學

會做人。同時學校也很重視親子關係，經常有親子活動，幫助我們加深親子感情， 

有時令我錯覺，這是學校嗎？更像是家人吧？我很感恩老師們的耐心教育，更感謝 

周校長在背後默默地安排和指導學校的一切運作。學校因有這麼優秀的校長和老師

們，才更令我們自豪和放心地把孩子交給學校。謝謝你們，我親愛的周校長和老師們！ 

低班 雷紫昕家長 

    藉此感謝各位「姐姐」提

供一個清潔乾淨衛生的學習

生活環境給我們小孩。每天三

餐等健康美味的膳食令紫昕

也很喜歡，放學時也經常性與

我分享當天美味的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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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班  黃熹行家長 

轉眼已過了兩年，非常感謝各位老師

對熹行的無私奉獻。這段時間裏，熹行變

得越來越會關心他人，也會在做錯事的時

候主動承認錯誤。也慢慢地在學會遇到困

難時知道想辦法去解決問題，儘管方法不

是最佳的，至少已經由一個遇到問題只是

知道哭喊著叫媽媽，到現在會想辦法已經

有很大的進步了。真的要多謝你們的循循

教導。另外，學校的活動都非常的豐富且

有意義，特別喜歡環保這些主題，讓他們

在德育方面做得更加好。這個大家庭非常

溫暖，周校長和各位老師都非常用心、 

敬業，再次感謝你們。 

 

低班 蔡焯嵐、基礎班 蔡仟悅家長 

眨眼間焯嵐已經在彩雲幼兒學校第三個

年頭，從前的焯嵐是個坐不定，很心急的小

孩，經過黎老師和施老師悉心教導下，這情

況已經有大大的進步，多謝各老師的愛心使

焯嵐健康快樂地成長。今年開始低班功課有

生字練習，幸得校長和老師們的教導，先教

小朋友要先練好前三指的小肌肉活動對日後

寫字好有幫助，焯嵐的生字原來比我相像中

寫得好，字體端正，筆筆有力，這個是我想

像不到的。另外「愛＋閱讀」計劃亦是非常

有用處，年紀小小已經可以記到很多不同生

字、詞語，對學習中文看題目得益不少，更

大大增加閱讀的興趣。 

基礎班 曾靖嵐家長 

很感恩靖嵐能有機會在彩雲幼兒學校上學，起初到本校面試時，感覺是比較小的

校舍和傳統的學校，後來正式認識學校，包括校長、老師，甚至校工姨姨也好，都給

我們溫暖親切的感覺。靖嵐是一個較固執的小朋友，很多時候太怕事，怕陌生人，也

怕被人不重視，但上學後一個多月，很明顯他變可愛了，可愛在他很愛班主任，甚至

比媽媽爸爸多，可愛在他變得禮貌，懂得欣賞別人。上學快一年了，他現在已經學懂

了自己穿鞋子，自己主動去洗手間，自己吃飯，自己扣鈕釦，自己收拾玩具，更多更

多的他也主動辦妥，而令我和爸爸最感動的，是他變得很懂事，懂得體諒別人、原諒

別人，明白別人的感受，由第一天送這個小男孩上學開始，我們就希望他成為這樣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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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班  李芷晞家長 

芷晞入讀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已有兩年，由往年就讀基礎班到今年晉升到幼兒

班，很高興芷晞每天都有進步，每晚芷晞臨睡前都有主動告訴我們在學校發生的點點滴滴，這已成

為我們與芷晞之間的指定活動了。我們特別欣賞貴校對教育孩子的熱情，我們也很認同教育孩子，

父母和學校有同等責任，因此，貴校舉辦的親子活動，例如親子跑跑樂和親子同樂日等，我們也積

極參與。此外，我們更特別欣賞貴校會因應孩子的不同情況舉辦不同家長活動，例如幼兒班有幾位

小朋友新添了弟妹，貴校特別舉辦有關兄弟姐妹相處的講座給家長們參加，這份主動的心不是每間

學校都能做到。最後，多謝周校長對我們的鼓勵，教導我們用不同的方法與芷晞溝通，另外多謝 

班主任盧老師及林主任對芷晞的照顧和教導。期望芷晞在未來兩年繼續在貴校愉快學習。 

低班 王譽錡家長 

眨眼間又差不多到學期的尾聲，譽錡一如以往一樣，渡過了充實而快樂的低班生活。這一年，

感覺他成長得特別快，自理能力比以往高，責任感亦比以往強。除了放學後自動自覺做功課，整理

書包；亦會幫忙做家務，相信和學校平日的培育和教導不無關係。譽錡每星期都很期待自己做 

「值日生」的日子，放學回家後充滿自信地分享自己的「工作」。另外，亦十分感謝貴校推行 

「愛＋閱讀」計劃，除了讓小孩培養閱讀興趣，增加自信心外，亦大大增進親子關係。很感謝老師

們用自己額外的時間和我們一起閱讀，每次都很細心地提醒我們能改善的地方，令我們每次都做得

更好。多謝  貴校給孩子和家長的「愛」！ 

高班 沈嘉晴家長 

  看到嘉晴從基礎班到今天，真的長大了不少，並將踏上畢業之路，在學校裏，她學到很多不同

的，有趣的，實用的，還有在品格上的知識。她懂得分享，關懷，愛護，有禮貌。在學習上亦努力，

專心。作為家長的我，真的深感欣慰。真的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亦深深感受到每一位老師， 

嬸嬸在教導及照顧小朋友時，那份真誠的付出，還有我們的周校長，她除了作為一個領導者，帶領

全體教職員努力地將她們的知識及關愛，無私地付給我們的小朋友外，亦給予家長們很多專業的意

見，處處為我們着想，與朋友般無異，確是難能可貴，令人敬佩。最後，不得不從心底裏向你們說

聲「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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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班 周晉安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不經不覺，晉安已在彩雲幼兒學校過了差不多四年了。衷心多謝 

周校長的一次機會，讓晉安由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小孩，到現在懂得如何與別人分享，學會

有禮貌和承擔責任，這全賴周校長和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尤其是各位老師對小朋友那份

愛心與關懷真的無微不至，令晉安在「德，智，體，群，美，靈」全面發展得到很大進步。

學校生動有趣，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案，令晉安很投入積極學習。學校更透過以「阿德」這

人物自製教材，令晉安印象深刻，從而學懂甚麼是品德，如何做好，用「阿德」來鼓勵 

小朋友，令他們品德方面有大進步。其次是「愛＋閱讀」計劃，這不僅令小朋友從中認識

更多字詞，更加深我們親子之間更多的互動和閱讀興趣。多謝周校長帶領的團隊如此辛勤

地付出，臉上每天依然掛住甜甜的微笑，讓晉安有個愉快的學校生活。 

幼兒班 朱子朗家長 

    初入學的時候，心裏總是很多疑問，憂心忡忡，但在新生家長會裏 

校長的一席話「所有學生都是她的半個兒女，家校合作將他們教好」這句

話將我心裏的擔子放低了一半。時間過得很快，一個學年快將過去，孩子

由不懂守規到慢慢聽指令，由適應力差學會慢慢地接受，還每天在家中常

將「請你……」掛在嘴邊，由最初每天將不願上學到現在每天帶著笑容放

學，可以很肯定的，老師們帶著滿滿的愛令孩子輕鬆愉快地學習，在品德

學習上亦增進了不少呢。 在家長觀課日那天，更加深了解孩子在學校裏的

情況，老師用生動、有趣、與人分享及鼓勵小朋友嘗試在同學前講解課題

內容，增加自信，老師們更自製教材，感謝校長帶領老師團隊用耐心及 

愛心教導我們的孩子，感謝嬸嬸們每天為孩子做各類不同的營養食物，又

為孩子課堂地方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十分放心將孩子放在學校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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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班 廖梓禧家長 

  為女兒選擇了彩雲幼兒學校，我們相信對女兒來說，這是一份終身受用的禮物。我們深信

優質的幼兒教育，當然不局限於學校成績。自理能力和情緒智商對於現代的孩子來說尤其重

要。我們了解到學校特別著重孩子的基本能力，心理發展和語文能力。女兒梓禧自從入讀基礎

班後，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各方面的能力也提升不少。自己吃飯，穿鞋穿衣，如厠，睡覺。

自行收拾物件已經難不到她，對於自己能夠做到這些事情，她自己也挺自豪，自信心也增加不

少呢。學校證明了用適當的方法，比起全天候 「直升機」 的照顧，對孩子更有效。在周校長

的帶領下，學校對孩子及其家庭有合理的期望和要求，正面鼓勵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時

給予孩子很多支持和關愛。其中，令我們感受最深的，是學校對家庭健康的重視。   

          基礎班 陳倬蔚家長 

感恩透過一位姊妹之子曾在這所學校上學的愉

快經歷，而帶領我認識女青幼兒學校，終為女兒揀

選這間幼兒學校是絕對正確的，真的好感恩。先要

感謝周校長及各位老師們及社工，所付出的愛心、

耐心，細心及關心每位學生的需要。女兒由不適應

上學至喜歡上學的適應期，全靠老師們為女兒安排

很貼心，你們的關懷女兒及同時指導家長如何合作

處理，終成功愉快渡過。另外，亦觀察到女兒在 

學校裏學習到自理能力在短期內改變很大，而 

品德、禮貌方面亦轉變很好很正面。同時，使我很

放心的就是老師主動與家長密切溝通，使我更清楚

女兒在校內的學習及成長的情況，感受到這間有 

愛心，及有誠意的學校。最後，謝謝周校長及 

各老師們、社工的付出。 

基礎班  馬曉晴家長 

轉眼間曉晴入學已九個月了，還記得

開學初期曉晴要面對陌生的學校和老師，

會感到不安，在學校門口喊不想離開媽

媽，幸好在開學前校長已講解開學時如何

應付此情況，還記得校長說「小孩有一半

是我的，教好小孩全部都是家長的。」之

後照校長的方法做很有效，曉晴很快便適

應了。看著曉晴學懂有仁愛的心，有禮貌，

語言能力及自理能力增強，爸媽都很開

心。我們很多謝女青年會的老師和校長，

悉心照顧。尤其基礎班的李老師及蔡老師

用心教導，令我們很放心交托給學校，希

望曉晴能在幼兒學校裏健康成長，認識更

多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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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王瑞敏家長 

    轉眼間，瑞敏在  貴校就讀接近快要三年了，在這三年裏見到女兒不斷的進

步，由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變成了一個越來越有禮貌、有愛心、孝順、有責任心、

懂得關心別人和分享的小朋友。這三年裏，非常感謝周校長及各位老師悉心照顧和 

教導，除了教育幼兒之外，也幫助家長怎麼與幼兒溝通和表達關懷，本人深深感謝

周校長您的教導和關愛！學校舉辦不少活動，親子跑跑樂、「愛＋閱讀」和親職教

育家長講座，在教育小孩成長發展的方面，家長們收益不少，同時也明白和學校合

作的重要性。「愛＋閱讀」計劃，令到瑞敏認字越來越多，在日常生活中對字的認

識自然流露出來，很開心。本人也學到很多讚賞的話，同時和女兒一起學習，收益

良多與親子關係更加親近，很感謝周校長及各位老師的細心教育每位小朋友。衷心

感謝您們。 

高班 鄭皓哲家長 

    轉眼皓哲已在彩雲幼兒學校第四年，畢業在即，但他在基礎班時，有時早上鬧

情緒不願起床的對恃畫面仍然歷歷在目。回顧四年，在教學上欣賞學校的方針，隨

着幼兒發展的步伐，不會過度催谷，在低班才開始寫簡單的字，適當把握幼兒各個

黃金期，學習自然事半功倍。皓哲現在認得的字甚至比一些讀名校的小一生還要

多，多謝學校推行的「愛＋閱讀」計劃功勞不少。學校推行的各種品德培育活動，

幫助幼兒成為一個有品德之人，此個人修養比起一刻的名成利就更能帶來終身影

響，感謝校長老師們付出的時間和精神。充滿愛心的環境讓幼兒能安心的，開心的

學習，學習知識，學習分享，學習抒發，學習調整自我。感恩遇上彩雲幼兒學校，

感恩皓哲能帶着自信，帶着喜歡學習的心迎接小學新挑戰。再次多謝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嬸嬸對小朋友的愛，相信不止皓哲會掛念你們，作為家長的我也會

掛念你們每一位的友善，窩心，和美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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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展望  

育人以德                

在現今科技雄霸世界及資訊爆炸的時代，反倒人與人的關係越趨疏離，人們以知識自高，卻輕

看品德，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們深知品德的重要性，因此本校一向注重幼

兒在品德方面的發展，使他們有正確的人生價值觀，用良好的品德為基礎，活出自己未來的「人生

之夢」。同時，我們確信「上樑有品下樑佳」，家長作為「上樑」，要為幼兒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從而令「下樑」能得佳美的品德果子。本校將繼續與家長緊密協作，推行不同的親子活動以幫助家

長為幼兒建立良好的品德，努力實現構建和諧品德社會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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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鳴謝  
 
家長義工 

 李淑敏女士  葉麗群女士  雷佩文女士  洪潤婷女士 

 單潤好女士  鍾橋英女士  劉麗珍女士  陳佩儀女士 

 王艷宏女士  鄧穎梅女士  肖以晴女士  劉  英女士 

 林嘉淇女士  陳雲嬌女士  馮楒鈅女士  方偉達先生 

 何力行先生  溫家唯女士  林宏華女士  池惠澄先生 

 唐敏兒女士  周靄儀女士  鄒  彥女士  鄧月明女士 

 黃嘉敏女士  譚鈞方女士  甘穎欣女士  繆佩玲女士 

 徐春花女士  李成群女士  練志偉先生  李翠屏女士 

 劉玉玲女士  劉志勇先生  伍靜怡女士  王詠琪女士 

 葉揚光先生  李春嬋女士  梁苑婷女士  鄭意華女士 

 黃可珍女士  梁翠嬋女士  王洪春女士  馮小霞女士 

 戚紫娟女士  利文鋒先生  張  鳳女士  鄭碧玲女士 

 林  英女士  林曉雲女士  胡氏灣女士  蔣惠玲女士 

義工導師 

 陳鳴慧小姐  周紫嫣小姐  梁紫晴小姐  梁雅婷小姐 

 許頌慈小姐  馮愉天先生  鄒尚賢小姐  張鑒明先生 

 劉卓傑先生  劉乃堅先生  王玉芬小姐  周奕彤小姐 

 Mr. Frederick  Miss Yinka  Miss Maja  

義工校友 

 陸耀謙校友  謝沛熹校友  陳梓朗校友  駱卓言校友 

 周奕圻校友  練為願校友  劉姵妡校友  李尚軒校友 

 蕭柏霆校友  周嘉恩校友  劉泳成校友  李向晴校友 

 沈嘉雯校友  成恩彤校友  陳力勤校友  張靖霖校友 

 張載樂校友  蕭頌敏校友  蕭恩晴校友  張穎琳校友 

 雷駿熙校友  梁家熙校友  余稚晴校友  

教會、合作院校、公共機構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 

彩福堂 

 九龍真光中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 

小學 

 衛生署口腔健康 

教育組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  長沙灣瀕危物種 

資源中心 

 牛池灣消防局 

 牛池灣郵政局  彩雲百佳超級市場  彩雲麥當勞餐廳  港鐵彩虹站 

本會單位 

 本會基督教及 

    會員事工部 

 本會婦女事工部  本會公益業務拓展部  本會家庭健康促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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