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媽媽，我甚麼時候才能上學？」

相信很多小朋友在停課期間都向父母詢問過這個問題。回望

過去的一年，不乏充滿挑戰性的難關，而學習和生活模式，都與

以往大不相同。外在的因素雖難以控制，但調整內在心態的能力

卻掌握在我們手中，更是鼓勵孩子以積極之心去面對事情的好時

機。讓我們「以生命影響生命」，驅走烏雲，成為孩子的太陽，

一起促進孩子的身、心、靈健康。

2020-2021年度
學校報告

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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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傳來了孩子的聲音：「做個積極可人兒，樂於嘗

試我可以！」。

我們希望孩子能勇於嘗試，並以積極的態度處事。他

們天生就具備很強的好奇心，渴望探索新鮮事，只要我

們適切地給予鼓勵，便能培養出孩子面對事情的積極之

心。有見及此，本校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積

極快樂兒記錄冊」及「戶外體能活動」，過程中培養其

勇於嘗試和積極參與的態度。

重點及創新服務

「經過七個星期伴讀，孩子見到不懂的字時會主動問

怎樣讀，也會自覺地拿課外書翻閱……更重要的是大大

提升了親子關係。」這是家長在參加「愛＋閱讀」後的

心聲。

放眼街上的孩子，他們大多是拿著電子產品遊戲，還

是拿著書本，好好沉醉在書海裏？相信我們心底已有一

個明確的答案。老師在「愛＋閱讀」中，透過個別指導

家長，讓他們掌握與孩子共同閱讀的技巧，藉此培養出

孩子喜愛閱讀的興趣，又能增添溫馨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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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回顧
全年活動
月份／年份 課堂活動 親子／家長活動

全年活動

♦	早禱會（逢星期五）

♦	社際活動（逢星期五）

♦	戶外體能活動（逢星期五）

♦	「愛+閱讀」

♦	親子體適能獎勵計劃

9-10/2020

♦	透過課堂影片學習

♦	網上工作紙

♦	高班、低班、幼兒班及基礎班上學期家長會

♦	2020-2021年度新生適應家長會

♦	「有品健康可人兒記錄冊」

♦	「積極送暖大行動」

♦	「女青100祝福行動」

♦	「敬老護老愛心券2020」

♦	「家庭暖笠笠」親子布偶劇場

♦	「祖父母學講故事」工作坊

11-12/2020
♦	透過課堂影片學習

♦	網上工作紙

♦	「我永遠愛你」親子活動

♦	「積極快樂兒記錄冊」

1-2/2021
♦	透過課堂影片學習

♦	網上工作紙

♦	「農曆新年送祝福」

♦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

♦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連繫信念」

3-6/2021

♦	透過課堂影片學習

♦	網上工作紙

♦	高班階段性評估日

♦	「友傾友講學語文」幼兒小組

♦	高班、低班、幼兒班及基礎班下學期家長會

♦	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

♦	「無煙有LIKE」幼稚園預防吸煙教育計劃

♦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口腔檢查

♦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家庭抗

逆力」

7-8/2021

♦	暑期活動

♦	高班小一體驗課堂

♦	新生課堂體驗日

♦	新生適應陪同日

♦	「有品健康可人兒記錄冊」

♦	親子同樂週

♦	「Y-kids家庭共樂百寶袋」

♦	家長日

♦	高班畢業禮

♦	結業禮

♦	2021-2022年度新生家長會

鳴謝會外機構：李錦記家族基金、百佳超級市場、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香港大學牙醫學院、香港仁醫務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香港明愛、賽馬會家校幼兒體適能學堂、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Wheathfields(Hong	Kong)	Limited、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彩雲堂

鳴謝會內單位：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女青昕兒學前駐校服務、女青

悅兒成長服務、傳訊及資源拓展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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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計劃 頒獎機構

8/2021

品行獎
陳倬蔚	吳耀心	李智恒	馬梓豪
劉知霖	黃珈胤	蔡思語	陳柏浚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彩雲幼兒學校

學業獎 曾靖嵐	潘睿均	趙正謙	余可瀅	李梓晴	謝逴霖

服務獎 廖梓禧	劉鈞陶	秦愷潼	王雅雯	雷鈞翔	李芷澄

美藝獎 馬曉晴	何梓睿	單琬媚	李苡曈	陳嘉芊	李恩諭

書法獎 朱信瑾	吳靖臨	趙晞榆

清潔獎 蔡仟悅	李焯謙	陳梓諾	施洪橤	梁予馨	楊森煒

親職教育學院
金鋼鑽獎

陳倬蔚	馬曉晴	潘睿均	黃旻駿	李焯謙	吳耀心	曾靖嵐			
潘太陽	王心妍	廖梓禧	何子逸	李鎬昕	劉鈞陶	蔡仟悅
江俊傑	何梓睿	鄧浩謙	李冠亨	李冠希	黃朗烽	朱信瑾

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

幼兒教育部
親職教育學院

金獎

陳傲兒	陳佑軒	鄧婧雯	蔡昊言	秦愷潼	李苡曈	庄凱烽
樊奕瞳	江紫瑩	陳芊潼	陳澤誠	吳靖臨	趙晞榆	趙正謙
張從心	林琪烽	戴海淂	馬梓豪	關民浩	單琬媚	陳梓諾
余可瀅	何建熹	李智恒	林子婷	陳傲琳	莊韵銘	楊森煒
謝逴霖	李梓晴	施政軒	陳芷翹	梁予馨	何宇軒	王濼桐
劉知霖	李芷澄	陳傲泉	黃珈胤	羅瑋晴	雷鈞翔	陳嘉芊
洪梓舜	余承縉	廖文欣	陳柏熙	容芊渝	李恩諭	盧祉潼

蔡思語	蒙齊潔	張穎嵐	陳柏浚	樊伊嵐

親職教育學院
優異獎

王雅雯	方朗軒	施洪橤	奧朗傑	李貝絲	馮樂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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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員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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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國家安全: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簡介會

主任 幼稚園申請調整2021/22學年學費簡介會

工作坊

主任／教師 網頁後台應用培訓

教師 特殊學習需要學前幼兒專注力訓練工作坊

校長／主任／教師 幼師體適能培訓工作坊

分享會
教師 融合組分享會

校長／主任／教師 幼稚園校本支援服務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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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師細語》言語訓練教材套分享會

表達藝術治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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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3Es	情+社同行計劃」研究成果暨教材發怖會

教師

English	Language	Enhancement	Programme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2020/21)	Level	1

規劃以「兒童為本」的幼稚園課程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照顧幼稚園學習多樣性：
基礎課程

家長方面
日期 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講者

9/2020 新生及中途入學適應計劃 校長、教師

12/2020 「親子齊玩身體協調」工作坊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	陳玉儀教練

5/2021

「如何協助小朋友學習書寫」分享會 校長、教師

「說故事技巧」分享會
校長、教師、駐校社工

「家庭健康維他命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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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1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家長教育講座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馮展妍	牙科醫生

8/2021 升小一家長適應講座 校長、教師、駐校社工 9



家長回饋
高班 廖梓禧家長

終於到了這一天，我手握筆桿，眼眶已紅透了，不捨之情，揮之不去。回

想起四年前，首次與周校長面談，她親切地說：「孩子送進來我校，你的孩

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們每人一半共同努力，希望家長你願意全程投

入，我們一起攜手，合作教育孩子，你願意嗎？」在過去的四個學年，我

按雙方各守承諾，貫徹地做到了。感謝天父的安排，我們找到了一間非常

適合梓禧就讀的幼兒學校。在彩雲幼兒學校，梓禧獲得人生最珍貴，快樂

和充實的校園生活。你們就好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身旁每一位孩

子，無私的付出，為的是讓孩子成仁，讓梓禧能在充滿愛的環境內成長。

各位老師，你們優秀的表現，是被肯定的，值得家長們高度讚賞。孩子在校園內除了有多元化學習

和探究式學習活動外，學校也能為家長提供不同活動，親子工作坊，講座，檢討會，提升家長育兒

裝備。當中「愛 閱讀」計劃更讓我們獲益良多，每一位家長得到老師個別指導，學習幫助孩子有效

閱讀圖書的技巧。梓禧快將踏入小學新的里程碑，我們深信女兒在彩雲幼兒學校所學習到的一切，

將延伸到小學當中繼續成長。

低班 江紫瑩家長

通過參加了「愛 閱讀」的培訓及實踐，看出老師對該活動的態度：認真、細緻、

堅持、專業、發掘……印證了周校長當年的承諾「小孩是一人一半」的說法。

最大得着是通過伴讀，令我感受到伴讀的真諦：提高、加強並鞏固親子關係。

老師對我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令我以往忽略了的親子關係得以改善並維持下去。

現在我的家庭裏已形成了此文化：各人多了欣賞讚揚，少了責備，多了溝通，

少了矛盾和多了很多正能量。

只要有了「愛」，我相信，無論是閱讀、學習、生活或交際等等，各方面都可以

得到質的改善。通過七個多星期的學習和改進，令我學會用全新的態度對待家人和朋友。看事情的角

度不同了，多了正面地考慮事情，對人圓滑了，家裏自然多了很多歡笑，每個人說話都多了。

非常感恩可以參加「愛 閱讀」，它令我從一個新的角度詮釋「愛的真諦」，真真切切，感受和體會到

「愛」的重要。感謝不辭勞苦的老師帶給我新的領悟。這是我最大的收穫，由衷的感謝學校舉辦如此

有意義的活動。謝謝！

幼兒班 余承縉家長

我很欣賞 貴校推出的「有品健康可人兒紀錄冊」，這本小冊子很有用，培養到我

兒子的責任心和良好的生活習慣。現在，當兒子主動問我有什麼事需要幫忙的時

候，令我感到很高興！在這裏再次謝謝學校的悉心教導和付出，使我兒子像幼苗

般茁壯成長！

班別名字用粗體。人名加專名號。 
所有文字使用華康細圓體 12號字，
行距盡量加大。閱讀時會舒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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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廖梓禧家長

終於到了這一天，我手握筆桿，眼眶已紅透了，不捨之情，揮之不去。回

想起四年前，首次與周校長面談，她親切地說：「孩子送進來我校，你的孩

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們每人一半共同努力，希望家長你願意全程投

入，我們一起攜手，合作教育孩子，你願意嗎？」在過去的四個學年，我

按雙方各守承諾，貫徹地做到了。感謝天父的安排，我們找到了一間非常

適合梓禧就讀的幼兒學校。在彩雲幼兒學校，梓禧獲得人生最珍貴，快樂

和充實的校園生活。你們就好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身旁每一位孩

子，無私的付出，為的是讓孩子成仁，讓梓禧能在充滿愛的環境內成長。

各位老師，你們優秀的表現，是被肯定的，值得家長們高度讚賞。孩子在校園內除了有多元化學習

和探究式學習活動外，學校也能為家長提供不同活動，親子工作坊，講座，檢討會，提升家長育兒

裝備。當中「愛 閱讀」計劃更讓我們獲益良多，每一位家長得到老師個別指導，學習幫助孩子有效

閱讀圖書的技巧。梓禧快將踏入小學新的里程碑，我們深信女兒在彩雲幼兒學校所學習到的一切，

將延伸到小學當中繼續成長。

低班 江紫瑩家長

通過參加了「愛 閱讀」的培訓及實踐，看出老師對該活動的態度：認真、細緻、

堅持、專業、發掘……印證了周校長當年的承諾「小孩是一人一半」的說法。

最大得着是通過伴讀，令我感受到伴讀的真諦：提高、加強並鞏固親子關係。

老師對我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令我以往忽略了的親子關係得以改善並維持下去。

現在我的家庭裏已形成了此文化：各人多了欣賞讚揚，少了責備，多了溝通，

少了矛盾和多了很多正能量。

只要有了「愛」，我相信，無論是閱讀、學習、生活或交際等等，各方面都可以

得到質的改善。通過七個多星期的學習和改進，令我學會用全新的態度對待家人和朋友。看事情的角

度不同了，多了正面地考慮事情，對人圓滑了，家裏自然多了很多歡笑，每個人說話都多了。

非常感恩可以參加「愛 閱讀」，它令我從一個新的角度詮釋「愛的真諦」，真真切切，感受和體會到

「愛」的重要。感謝不辭勞苦的老師帶給我新的領悟。這是我最大的收穫，由衷的感謝學校舉辦如此

有意義的活動。謝謝！

幼兒班 余承縉家長

我很欣賞 貴校推出的「有品健康可人兒紀錄冊」，這本小冊子很有用，培養到我

兒子的責任心和良好的生活習慣。現在，當兒子主動問我有什麼事需要幫忙的時

候，令我感到很高興！在這裏再次謝謝學校的悉心教導和付出，使我兒子像幼苗

般茁壯成長！

班別名字用粗體。人名加專名號。 
所有文字使用華康細圓體 12號字，
行距盡量加大。閱讀時會舒服些 高班 黃旻駿家長

「感謝老師把我照料，關心，愛心奉獻！快樂時光心裏記念，師長我懷念你！」

這天姐姐跟快畢業的弟弟在家裏一起唱起母校的歌曲，作為父母聽到歌曲都十

分感觸又開心。旻駿在四年校園生活的進度有目共睹，他內斂又害羞的性格在

老師悉心教導引導鼓勵下，學會自理，獨立思考，懂得尊重及關心別人。為往

後日子建立穩固的基礎。很感恩這半個家，給我們很放心、安心又開心的感覺。

回想五年前時，為小孩尋找學校時掙扎又徬徨的心情！很感恩我好朋友的一句

話幫了我 ──「如果你想小孩開心，又增進知識的話，就讀周校長的彩雲幼兒

學校。選校就要先選校長。我兩個小孩都是她的學校栽培出來的學生，你感覺如何？」

時光飛逝，轉眼間，旻駿懷著升小學的期待及對幼兒學校的不捨，快將完成第一份學業。在這疫情間

師生共渡的日子必成更美好珍貴的回憶。這些年很感謝老師們默默付出，你們對小朋友的鼓勵、幫助

和關愛給小朋友創造了一個愉快、幸福又健康的成長環境。

低班 吳靖臨家長

女青不單實踐了「停課不停學」的理念，更是「停課不停關心」學生們的身

心發展，衷心感謝校長和老師製作「有品健康可人兒紀錄冊」，非常能幫助靖

臨在疫情期間，建立正常作息時間和活動規律。另外亦非常感謝老師每隔一

段時間會致電給家長，關心我有沒有面對什麼困難，樂意分享育兒心得。每

次老師來電，靖臨也很高興能聽到老師的鼓勵、讚賞和關心，讓她更有動力

學習和完成功課。衷心感謝老師透過電話為大小心靈送上溫暖！

此外，我最欣賞的是女青非常重視同學們的健康，於復課後安排了不同的防疫措施，讓家長非常安心

地帶小孩子回校上學。本人再次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和姐姐們的努力，每次回想，也讓我非常感恩，

靖臨能夠入讀女青，感恩她能在一個充滿愛和關心的環境成長！

基礎班 馮樂桐家長

相信很多父母都想為子女找一所最好的學校，而我這位新手媽媽最希望是找

一所最適合女兒的學校，能夠每日都帶着愉快的心情上學，在帶着充滿開心

的笑容下課。經過了差不多一個學期的時間，我很感恩地證明我找對了一所

非常適合樂桐的學校了！

很感謝學校所有教職員都為小朋友們付出了滿滿的愛心和耐性，即使我只在

送上學和接放學這短短的時間亦能感受到，更何況是直接接收的小朋友呢！

在開學初期，樂桐還未適應分離，每一次李老師都能順利令樂桐放下情緒，

乖乖的跟李老師走進班房。李老師亦會經常跟我分享樂桐在學校的情況，令

我的擔心完全消除。在疫情下大家都會很擔心衛生情況，而學校的清潔及消毒工作做得非常全面，

令我很放心將女兒交給你們照顧，跟你們學習。

嬸嬸

11



高班 曾靖嵐家長

最後一年寫這篇家長心聲了，對於未來的小學生活，嵐嵐十分期待，他知道派

到哪所小學當日都興奮得很，看到他的反應，令我發現到自己的不足，他天真

可愛、感恩和知足，是我們所缺乏的。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嵐嵐的不安，他從不

要我們擔心，心理質素比我們還要高，無論面對任何挫敗，他都處之泰然，甚

至反過來關心和安慰我們。記得基礎班的初期，經過四年時間，學校不但教會

嵐嵐課本上的知識，更讓他各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現在的他既善良，又有同

情心，更是一位可愛的「小笑匠」。嵐嵐「大個仔」，要離開校長及各位老師了，請放心，他會帶着

這幾年大家給予他的教誨和關愛，積極面對自己的將來，投入新校園生活，愛自己、愛別人，衷心

感謝學校所有為我們付出的人，謝謝！

低班 秦愷潼家長

彩雲幼兒學校校舍雖小，卻充滿愛和人情味。學校致力著重孩童身心和品德

方面發展，定期推行家長講座，同時設計不同紀錄冊活動培養小朋友良好生

活習慣，又可以與家人透過參與家中小任務，建立關係和良好的家庭信念。

最後還有「愛 閱讀」，透過親子伴讀方式，讓女兒獲得知識及認知之外，重

點是建立良好親子關係，讓家長學識從中多欣賞及鼓勵小朋友，從而建立他

們的自信心和加強學習的樂趣。

高班 蔡昊言家長

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昊言注入滿滿的愛心和鼓勵，令昊言雖然高班才

插班入讀彩雲幼兒學校，但他很快便適應校園生活，並於疫情停課期間多次

表示很想回校上課。而老師們經常對昊言的少少進步給予大大鼓勵，亦令他

大大增加自信，對於昊言的弱項也會給予家長寶貴意見，加強訓練，以至有

所進步。

幼兒班 黃珈胤家長

珈胤是一個被動的孩子，上學後珈胤變得主動有禮，當中印象深刻的是早上她

回到學校勇敢地大聲向老師說「早晨」，我覺得我女兒進步了。在嚴峻的疫情

下，校長，主任和老師為小朋友動腦傷神，將小朋友健康放在第一位，小朋友

回校為他們分區分組，減少互相接觸，以防萬一，讓家長們能放心將小朋友交

托學校。學校亦安排一連串有益身心的家庭親子室內活動和在校室外活動給小

朋友。在此我非常感謝周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各位嬸嬸，你們不求回報默

默付出，你們辛苦了，謝謝。

低班 陳澤誠家長

十分讚賞和感謝 貴校進行的「愛 閱讀」計劃。在閱讀過程中，加深了我和誠

誠的親子關係，令我們更加親近，還培養了閱讀興趣。當誠誠見到不認識的字

會主動提問怎樣讀，令認識的字詞在不知不覺中增多。我也在老師的指導下，

學懂了怎樣對小朋友提問，增加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學會了多讚

賞小朋友和家人，這是我預計不到的收穫，真的感謝彩雲幼兒學校全體教職員

對學生的照顧及教導，令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幼兒班 李芷澄家長

今年是不容易的一年，因為疫情，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家學習，但芷澄一點也不覺

得沉悶，她每星期最期待的就是收到老師們的教學影片，老師們生動有趣的演繹，

每次也能令芷澄開懷大笑，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因為疫情，小朋友能到學校上

課的時間實在十分珍貴。我很欣賞學校亦能用心預備，在「探究式學習」中讓芷

澄學習到蝴蝶的知識，回家後她還告訴我蝴蝶不同的種類呢！

最後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們在這一年的努力。疫情仍未穩定，學校仍要

時刻保持警覺，這方面我對學校十分有信心。希望疫情快過，大家可以除下口罩，

重見笑臉。

高班 蔡仟悅家長

「愛 閱讀」這個計劃可以讓我投放多點時間進行親子閱讀，可以享受過程，從

而更加了解自己的小朋友，在認字的同時亦可以增進親子感情。在停課期間，

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短片課程，仟仟每次收到都急不及待收看，令小朋友在家可

以安全抗疫，令家長亦非常放心不會因停課而影響進度。現在仟仟經過德、智、

體、群、美、靈的教導下，有一顆仁愛的心，而且會主動做家務，懂得關心別

人，她在學校學到的不止於學術，多謝彩雲幼兒學校的老師所付出的努力，常

常提點我作為做媽媽所需的堅持，我會繼續努力，在此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

低班 陳梓諾家長

這學年對學校最大的感觸是學校對孩子的堅持。一、授課上的堅持。疫情停課

期間，仍然堅持錄製光碟授課，運用模擬現場授課加生動的動畫技術，這都是

學校和老師額外需花的心思。二、對戶外活動的堅持。由於人數及場地的限制，

學校為了孩子，仍然讓孩子分批到戶外進行活動，遇到特殊的情況，學校依然

在努力為孩子爭取時間，讓孩子盡可能得着。三、對「愛 閱讀」的堅持。老師

還是非常有耐心地對我進行鼓勵和讚賞，非常細緻地提出指正和建議。四、對

衛生的堅持。小孩子每次進校前須量體溫、搓手、踏腳、換鞋、搓手。家長入

校又需要穿鞋套，搓手，量體溫。孩子們喝水前須消毒雙手等等。學校對這些重複的細節，清潔工作

及其嚴格要求都是學校全體職工不厭其煩的堅持。感恩學校對孩子付出的一切努力，一切堅持，感恩！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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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曾靖嵐家長

最後一年寫這篇家長心聲了，對於未來的小學生活，嵐嵐十分期待，他知道派

到哪所小學當日都興奮得很，看到他的反應，令我發現到自己的不足，他天真

可愛、感恩和知足，是我們所缺乏的。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嵐嵐的不安，他從不

要我們擔心，心理質素比我們還要高，無論面對任何挫敗，他都處之泰然，甚

至反過來關心和安慰我們。記得基礎班的初期，經過四年時間，學校不但教會

嵐嵐課本上的知識，更讓他各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現在的他既善良，又有同

情心，更是一位可愛的「小笑匠」。嵐嵐「大個仔」，要離開校長及各位老師了，請放心，他會帶着

這幾年大家給予他的教誨和關愛，積極面對自己的將來，投入新校園生活，愛自己、愛別人，衷心

感謝學校所有為我們付出的人，謝謝！

低班 秦愷潼家長

彩雲幼兒學校校舍雖小，卻充滿愛和人情味。學校致力著重孩童身心和品德

方面發展，定期推行家長講座，同時設計不同紀錄冊活動培養小朋友良好生

活習慣，又可以與家人透過參與家中小任務，建立關係和良好的家庭信念。

最後還有「愛 閱讀」，透過親子伴讀方式，讓女兒獲得知識及認知之外，重

點是建立良好親子關係，讓家長學識從中多欣賞及鼓勵小朋友，從而建立他

們的自信心和加強學習的樂趣。

高班 蔡昊言家長

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昊言注入滿滿的愛心和鼓勵，令昊言雖然高班才

插班入讀彩雲幼兒學校，但他很快便適應校園生活，並於疫情停課期間多次

表示很想回校上課。而老師們經常對昊言的少少進步給予大大鼓勵，亦令他

大大增加自信，對於昊言的弱項也會給予家長寶貴意見，加強訓練，以至有

所進步。

幼兒班 黃珈胤家長

珈胤是一個被動的孩子，上學後珈胤變得主動有禮，當中印象深刻的是早上她

回到學校勇敢地大聲向老師說「早晨」，我覺得我女兒進步了。在嚴峻的疫情

下，校長，主任和老師為小朋友動腦傷神，將小朋友健康放在第一位，小朋友

回校為他們分區分組，減少互相接觸，以防萬一，讓家長們能放心將小朋友交

托學校。學校亦安排一連串有益身心的家庭親子室內活動和在校室外活動給小

朋友。在此我非常感謝周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各位嬸嬸，你們不求回報默

默付出，你們辛苦了，謝謝。

低班 陳澤誠家長

十分讚賞和感謝 貴校進行的「愛 閱讀」計劃。在閱讀過程中，加深了我和誠

誠的親子關係，令我們更加親近，還培養了閱讀興趣。當誠誠見到不認識的字

會主動提問怎樣讀，令認識的字詞在不知不覺中增多。我也在老師的指導下，

學懂了怎樣對小朋友提問，增加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學會了多讚

賞小朋友和家人，這是我預計不到的收穫，真的感謝彩雲幼兒學校全體教職員

對學生的照顧及教導，令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幼兒班 李芷澄家長

今年是不容易的一年，因為疫情，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家學習，但芷澄一點也不覺

得沉悶，她每星期最期待的就是收到老師們的教學影片，老師們生動有趣的演繹，

每次也能令芷澄開懷大笑，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因為疫情，小朋友能到學校上

課的時間實在十分珍貴。我很欣賞學校亦能用心預備，在「探究式學習」中讓芷

澄學習到蝴蝶的知識，回家後她還告訴我蝴蝶不同的種類呢！

最後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們在這一年的努力。疫情仍未穩定，學校仍要

時刻保持警覺，這方面我對學校十分有信心。希望疫情快過，大家可以除下口罩，

重見笑臉。

高班 蔡仟悅家長

「愛 閱讀」這個計劃可以讓我投放多點時間進行親子閱讀，可以享受過程，從

而更加了解自己的小朋友，在認字的同時亦可以增進親子感情。在停課期間，

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短片課程，仟仟每次收到都急不及待收看，令小朋友在家可

以安全抗疫，令家長亦非常放心不會因停課而影響進度。現在仟仟經過德、智、

體、群、美、靈的教導下，有一顆仁愛的心，而且會主動做家務，懂得關心別

人，她在學校學到的不止於學術，多謝彩雲幼兒學校的老師所付出的努力，常

常提點我作為做媽媽所需的堅持，我會繼續努力，在此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

低班 陳梓諾家長

這學年對學校最大的感觸是學校對孩子的堅持。一、授課上的堅持。疫情停課

期間，仍然堅持錄製光碟授課，運用模擬現場授課加生動的動畫技術，這都是

學校和老師額外需花的心思。二、對戶外活動的堅持。由於人數及場地的限制，

學校為了孩子，仍然讓孩子分批到戶外進行活動，遇到特殊的情況，學校依然

在努力為孩子爭取時間，讓孩子盡可能得着。三、對「愛 閱讀」的堅持。老師

還是非常有耐心地對我進行鼓勵和讚賞，非常細緻地提出指正和建議。四、對

衛生的堅持。小孩子每次進校前須量體溫、搓手、踏腳、換鞋、搓手。家長入

校又需要穿鞋套，搓手，量體溫。孩子們喝水前須消毒雙手等等。學校對這些重複的細節，清潔工作

及其嚴格要求都是學校全體職工不厭其煩的堅持。感恩學校對孩子付出的一切努力，一切堅持，感恩！

這學年對學校最大的感觸是學校對孩子的堅持。一、授課上的堅持。疫情停課

期間，仍然堅持錄製光碟授課，運用模擬現場授課加生動的動畫技術，這都是

學校和老師額外需花的心思。二、對戶外活動的堅持。由於人數及場地的限

制，學校為了孩子，仍然讓孩子分批到戶外進行活動，遇到特殊的情況，學

校依然在努力為孩子爭取時間，讓孩子盡可能得着。三、對「愛+閱讀」的堅

持。老師還是非常有耐心地對我進行鼓勵和讚賞，非常細緻地提出指正和建

議。四、對衛生的堅持。小孩子每次進校前須量體溫、搓手、踏腳、換鞋、搓

手。家長入校又需要穿鞋套，搓手，量體溫。孩子們喝水前須消毒雙手等等。

學校對這些重複的細節，清潔工作及其嚴格要求都是學校全體職工不厭其煩的堅持。感恩學校對孩子

付出的一切努力，一切堅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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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一年，孩子大部分時間留在家中，失去日常活動

的規律性，而有限的活動亦令他們思考的空間減少，影響學習

能力。我們期望來年在不同活動中加入「執行功能」的概念，

從而加強幼兒工作記憶、自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校展望

14



15



鳴謝

學校資料	 	
校名：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校長：周意妙	
地址：九龍彩雲邨銀河樓地下109-114號
電話：2755	1546	
傳真：2759	0078	
電郵：nscw@ywca.org.hk
網頁：https://nscw.ywca.org.hk

梁翠嬋女士、凌潔瑩女士、曾國賢先生、黃嘉敏女士、張惠敏女士、洪雅輝女士、陳亮雯女士、

林嘉莉女士、趙小林女士、李麗媚女士、王洪春女士、馬特玲女士、焦金燕女士、陳韻玲女士、

劉珈瑜女士、董逸嵐女士、劉	 英女士、嚴惠欣女士、朱間玲女士、倫娟花女士、簡菁儀女士、

劉敏婷女士、黃鳳玲女士、梁國亭先生、陽雨岑女士、劉志勇先生、李麗媚女士、梁苑婷女士、

戚紫娟女士、黃金麗女士

義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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