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

學習生活

學校報告
校長 : 彭佩詩

動手做  戲中學

我們重視兒童能在愉快的環境中透過遊戲及生活經驗去學習和探索，建立自主學習的精神。

我們強調兒童要在遊戲中學習  在活動中成長，故此每天兒童都需要透過不同的活動思考、

設計、操作、反思。知識不再是平面，而是兒童能將知識透過思考探索並將之與生活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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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學校展望

本年度對學校來說實在是難忘的一年。在上學期，我們分別完成了來自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

究學會 ( 香港區 ) 對學校的「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評審，又於 12 月完成了來自教育局對學

校的質素評核。本校於兩個評核中均取得學會和教育局對本校的高度認同和讚賞。本校定當

繼續努力，全校上下繼續同心策進，匡幼培苗。雖然本學期只有上學期，但回頭一看，我們

也進行了許許多多的活動，讓我們的兒童渡過了愉快的一個上學期。在下學期，因為疫情的

緣故，老師們都變身成為了“網紅”，製作不同種類的視頻，讓我們的孩子安在家中也可以

繼續享受學習的樂趣。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雖然本學期看似困難重重，險阻處處，但憑藉我們的創意和解難，

展示了只要敢想肯幹，就能將問題解決。

在過去 3 年，『賽馬會童亮計劃』與我們一起成長，參與兒童除了可以到位於青山道秋創大

廈的童亮館進行活動外，亦於計劃中參與了牙科檢查、骨骼檢查、視力檢查…計劃又資助了

學校很多不同的資源，例如課室投射教學設備、更換冷氣、添置教材…讓兒童可以在健康舒

適的環下愉快學習。未來一年，『賽馬會童亮計劃』亦會繼續與我們一起進最後一年的活動，

期望在計劃當中收集到的大數據，能給政府在制定未來幼兒教育政策時能有參考的作用。

本校又會繼續以「幼兒學習環境評量」來進行學校提升及檢視的工具，讓自評文化植根於學

校，為孩子做得更好。

重點活動

齊來學整朱古力湯圓。

小小廚師學打蛋

我們有特別的合照姿勢。

哈 !我能自己爬過去。

彩虹傘下笑開懷。

一起探索植物的種植方法吧!
嘩 !洋蔥的味道真特別 !

認識不同食物的滋味。
校園生活真開心 !

哈哈 !套着你，跑不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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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剪揼，看誰來做第一。哈哈哈，陽光真刺眼 !

畫出我的樣子來 !

我是小小設計師 !

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 頒獎機構

10/2019-2020

鼠年親子填色比賽

優異獎

李穎妍、許穎軒、

易儁嘉
五邑工商總會

學校
鼠年親子填色比賽

入圍獎
李泳曦、蘇靖堯

11/2019

第七屆全港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特等獎

陳梓雋
香港兒童數學

學會

2019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卓越獎

2019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冠軍
看 !我砌的眼鏡多可愛 !

你是我的好拍檔 !

嘩 !我要榨出美味的果汁。

看我多有力 !

波波池真有趣 !

一齊合作衝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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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家長 /親子活動

9/2019-
1/2020
( 每週 )

• 戶外體能日
• 基督少年軍

9/2019-
1/2020
( 每月 )

• 兒童團契 • 生日會
• 親子團契
• 家長校園體驗日

11/2019-
1/2020

• 深水埗區防火話劇
• 家庭健康維他命故事劇場
• 賞賞行動

• 「家庭健康維他命」親子紀錄冊

9/2019 • 「粵劇•悅劇」學習活動
• 企業活動 -小食製作
• - 吉野家果醬 PANCAKE
• 參觀童亮館

10/2019 • 參觀太空館及科學館
• 元州邨公園野餐
• 幼 稚 園 巡 迴 故 事 活 動 —                                   

「大嘥鬼 -慳神村的啟示」

• 中秋節慶祝會
•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 「親親 250」少年軍親子活動

11/2019 •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訪校活動
• 「玩桌遊•學抗逆」幼兒小組

12/2019 • 聖誕慶祝會暨兒童團契 • 基督少年軍 250 分隊立願禮

1/2020 • 雲華耆年粵劇活動
• 兒童牙科檢查
• 兒童足部檢查
• 新年慶祝會

• 福杯滿溢賀新春獻唱活動

8/2020 • 暑期聖經班 • 2019-2020 學年高班結業禮

全年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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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氣洋洋迎新年 !

聖誕到，齊來唱歌和跳舞 !
一起來野餐 !

查篤撐，齊齊

學做粵劇小演員 !

中秋節，

我們的燈籠各有特色 !

哥哥姐姐教我們

做美味的果醬班戟 !

聖誕派對樂滿 FUN!!!

參觀童亮館真開心 !

小慳神，大挑戰，

愛惜資源我做到 !
科學館真好玩 !

嘩 !太空館有

很多神奇的裝置 !

我要立志做個基督小精兵 !

防火知識，你我都識 !



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9/2019 「愛 +閱讀」工作坊

陳君璤主任、黃嘉歡老師10/2019 「愛 +閱讀」計劃中期檢討會

11/2019 「愛 +閱讀」計劃總結檢討會

10/2019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

「給孩子一個『讚』」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賽馬會

家庭健康促進中心單位主任

施倩俐姑娘

10-11/2019
賽馬會童亮計劃 -

幼兒全方位家長課程
香港大學專業團隊

10/2019-

1/2020
親子成長小組

彭佩詩校長、陳君璤主任、

陳錦雲老師、周文娟老師、

駐校社工  陳頌恩姑娘

11-12/2019 「從遊戲到管教」家長小組
駐校社工  陳頌恩姑娘

1/2020 「放手，讓孩子高飛」家長工作坊

1/2020 「小學統一派位機制及選校心得」座談會
白田天主教小學 謝至美校長

彭佩詩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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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員工方面

家長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工作坊

校長 /主任 /教師

如何有效改善幼兒學童在校及

日常生活之執行功能表現工作坊

與家長溝通的藝術

和諧粉彩工作坊

教師
幼兒體能遊戲工作坊

感覺統合工作坊

培訓及交流

校長 /主任 /教師

幼兒教育台灣考察交流團

教師專業發展－生命的栽培

幼兒體能遊戲及教師專業操守

課程組：

1. 英語兒歌及課業指引

2. 英語故事遊戲及課業指引

3. 英語及課程探討

賽馬會童亮計劃 -太平洋區幼兒學習環境評量

「愛 +閱讀」計劃

教師

九型人格與生命成長

照顧幼稚園的學習多樣性 -基礎課程

賽馬會童亮計劃 -教師專業發展培訓課程

3ES 情 + 社同行計劃教師培訓

Y-Walker 深水埗的情書

校長 /主任 /行政助理 財務審核 DIY



致：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趙靄華幼兒學校

本人是高班張子諾的媽媽，

今年已是第四年分享家長心聲，

亦是最後一年了，萬般滋味湧上心頭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轉眼間子諾已在學校渡過第四個年頭

亦快將畢業，準備升上小一。

當中小兒在這四年期間的日常點滴，

亦令我回味無窮

好慶幸小兒能夠在趙靄華幼兒學校就讀，

展開他人生第一個學習旅程

好感激學校的彭校長和班主任老師們

每天都會站崗著面帶笑容充滿著愛的老師 / 校長 / 駐校社工

迎接每一位回校園上學的學生，

而且老師們都會記得每位小朋友的名字 

我作為家長都感到份外親切，

子諾在校園成長生活，

我們做父母的也感到份外放心。

回想起剛在 PN 班入讀的子諾，彷彿好像昨天的事，由第一次開學，穿上女青的校服、背著一個青綠色的書包，

手牽手拖著爸爸媽媽回學校，一個一個都畫面已經湧上心頭。

由一張白紙的他，在學校每天每一個小進步，在學校裡慢慢的填滿了繽紛的色彩，亦很想感謝老師們一直對子

諾無微不至的愛護和照顧，耐心培育和悉心的教導，令子諾從學習上、品德上、自理上、以至視野領域方面也

增廣了不少，還記得學校常常舉辦活動邀請家長一同參與，令作為家長的我們也可融入到小兒學校，見証住

他的成長，作為父母的我們真的很感激學校對子諾的照顧。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曾悉心栽培教導及照顧子諾成長的彭佩詩校長、陳君穗主任、周文娟老師、蘇芷琪老師、

梁湋棋老師、陳頌欣姑娘，以及一眾為校園服務的姨姨（英姐、文姐、娟姐、芬姐，以及其他姨姨）。

祝願趙靄華幼兒學校師長桃李滿門，主恩滿載。

願校長、各位老師、姨姨、同學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張子諾家長

衷心感謝學校的愛心團

隊 : 彭校長、周老師、蘇老師、梁老師和社工陳姑娘……等人，

本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作育英才。

小兒泓智，本性內向，且多時欠缺主動學習及甚少與師長和同學們溝通。

感謝校長、師長及社工們的愛心和耐性，在過去的三年裡，不離不棄的

悉心教導，循循善誘，讓他在遊戲中和生活體驗裡，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今天的泓智是一位充滿喜樂和自信的孩子，在知識和社交方面，皆有顯

著的提升及改善，他能融入羣體生活，主動學習，善於表達自己及主

動地和老師、同學們溝通。

特此，再次感謝校長、師長和社工們，感激萬分！

最後，順祝彭校長、各位老師及社工們，教安！

在畢業的大日子，回望過去三年，我們最欣

慰的當是見證了小孩的成長。當初害羞膽怯的幼兒

班新生已逐漸變得自信活潑起來。小朋友在學校裏學

到了規矩，培養了學習的興趣和信心，她熱愛校園生活，

掛念朋友師長。這些都得益於學校老師的悉心教導，關愛

和鼓勵，教學生動有趣，能讓孩子積極參與，發展解決問

題的能力，培養自我價值感。家校合作做得十分出色，“愛

+ 閱讀”計劃就是一個好例子。在小孩成長的路上，我們

也是在不斷學習如何做好父母。在面對各種壓力困難的時候要提

醒自己育兒的初心，思索如何做好孩子的榜樣，怎樣更好陪伴

孩子前行。在這個夏天，說說再見，緣份必將帶我們重聚。

期待明天的美好！祝願各位小朋友健康快樂，與各位

家長共勉，再次感謝校長老師們的付出！

易儁嘉家長

不知不覺珮晴快將畢業了。 十分感恩可以在趙靄華這個充滿著

愛的環境成長。 非常感謝彭校長， 陳主任， 周老師，蘇老師， 

梁老師， 陳姑娘和姨姨們， 一直以來不但對珮晴耐心教導和愛

護， 而且更對作為媽媽的我給予體貼的關心和指導， 令珮晴可

以健康快樂成長！

好感謝周老師給珮晴每次的上台表演機會，都令我大開眼戒和驚嘆！

此外， 好欣賞愛 + 閱讀計劃， 十分謝謝老師耐心培訓我們親子閱讀， 不但令珮晴愛上

閱讀， 更使我懂得多讚賞和欣賞女兒的重要性。

 

此外， 很幸運是學校親子成長小組的一分子， 透過不同的親子活動令自己不斷成長和

進步，令我們夫妻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好， 更令珮晴可以在開心的家庭環境下成長。

最後，疫情期間，感謝老師每星期對我們的了解和關心。還有許多點點滴滴令我難忘

和感動的事情難以一一盡錄 ... 我和珮晴都會銘記於心！ 再次感謝學校每一個令

我們感到溫暖的人！！！

殷珮晴家長

家長
心聲

徐泓智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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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500 份

鳴謝

沈  雪、勞金珠、葉倩衡、梁新源、薜小梅、陳柳清、李健林、劉凱齡、林曉宛、陳美玲、楊貝如、

黃丹虹、梁秋麗、陳志強、劉  暢、林少嬋、鄭義聰、梁凱嘉、李冰冰、林小霞、鄭嘉盈、關  玉、

潘道剛、秦  琼、吳宇菲、鄭凱倫、何  芬、梁海祥、黃彩娟、黃國柱、謝榮輝、林小鳳、羅振榮、

溫雅詩、何冠怡、劉少玲、楊春香、潘婉華、許美珍、程美珍、盧洛琪、鄭耀輝、馬  梅、梁月仙

義工家長

教育局、衛生署、水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元州邨屋邨辦事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民政市務處、香港太空館、香港科學館

政府部門

捐贈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有限公司、拉斐爾美術學院、

Roving English Limited 賽馬會童亮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3ES 情 + 社」同行計劃

合作夥伴

香港宣教會恩祐堂、

基督教會豐盛之家

教會

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白田天主教小學、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大家李嘉誠醫學院專職醫療復康中心、寶血 (明愛 )醫院、香港家愛家基金會、

地球拯救隊、采日有限公司、威萊香港有限公司 (Walch)、俊和綜合服務中心、

李錦記家族基金「代代有愛」計劃、趙靄華家族成員趙哲陶先生

協助之會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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