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香港九龍牛頭角下邨貴華樓地下 

電話：2323 1215 網址：http://www.hkcschild.edu.hk/pariokg 電郵：pariokg@hkcs.org 

傳真：2323 5253 

  雋樂幼稚園於2017年創校，是本處轄下第一所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

本校師資優良，並擁有強大的教育支援網絡以豐富幼兒的學習和視野。 

  本校著重幼兒「全人發展」，致力培養幼兒良好品德、健康生活習慣及

積極的學習態度。課程以幼兒為本，由淺入深地推行螺旋式教學，透過單元

及專題研習相軌策略，配合豐富研探活動如生活體驗、語文及新聞分享、戶

外考察、專家到校分享等活動，培育幼兒自主學習，建構知識及技能。本校

更藉豐富的文藝活動如創意美術、戲劇、舞蹈和音樂等，從小培養幼兒的美

藝情操，促進幼兒德、智、體、群、美的發展，為未來打好穩固的根基。 



童年是生命週期裏一個獨特
且珍貴的階段，我們著重為
兒童提供一個安全、健康、
豐富及充滿互動的理想學習
環境，使他們在融洽和愉快
的氣氛下積極學習。 

我們珍視個別差異，提供優
質的教育服務，協助啟發兒
童潛能，達至「全人的發
展」。 

我們重視家校合作，讓家長
在兒童成長過程中參與，成
為幼兒學校的教育夥伴。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促進兒童全面
均衡的發展。 

培養兒童良好的生活習慣及品格。 

尊重個別差異，協助兒童體驗生活，發
展潛能。 

協助外出工作父母教育及照顧其子女，共
同培育幼兒成長。  

在過去的一年半，疫情已是我們的老朋友，縱使萬般的不願，它
還是與我們一起走過兩個寒暑。回顧整個學年，我們的孩子真的是在
各種的轉變中學習適應、努力成長，家長們當然對孩子的成長感到憂
心，怕的是疫情令孩子的學習步伐放緩，或是缺失了各種的體驗和機
會，但同時間我們亦要感恩疫情的限制令孩子的內心變得更強大，孩
子親身體驗了生活的無常，從中學會了珍惜。在恢復面授課的日子裏
，孩子都懷著珍視的心情回校，期待老師的教學以及與友伴的互動，
這種正向的態度實在推動了孩子向前學習，彌補了成人眼中的不足。
為培育幼兒的正向品格，我們透過系統的課程和學習模式，努力讓孩
子認知自己的情緒和感受，透過累積快樂的經驗引導孩子學會感恩，
積極面對各種的挑戰，並相信自己的能力。在未來的成長路上，或許
仍有各種未知的挑戰，但孩子帶著正向思維的裝備，定能迎難以上、
努力成長。 

 



玉姨姨 
瑛姨姨 
蓮姨姨 
興姨姨 
春妮姨姨 

職工  

 

普通話活動：蔡惠珠老師  

英語活動  ：Teacher Max 

林珮珊校長  

陳凱雯主任、凌詠詩主任 

陳綺薇老師 
周楚紅老師 
梁雅雯老師 
沈柔倩老師 

高班 幼兒班 

凌詠詩主任 
崔詠恩老師 
劉淑芬老師 
梁光英老師 
利菁怡老師   

低班 

陳凱雯主任 
金仲儀老師 
梁恩儀老師 
陳曉珊老師 
蔡惠珠老師 

雅瀅老師 書記  

學士學

位或碩

士學位 

65% 

高級文

憑35% 



        

下午高班 

上午高班 

全日高班 



        

上午低班 

下午低班 



        

上午幼兒班 

下午幼兒班 

全日幼兒班 



全校「團團圓圓」中秋節慶祝會活動(9/2020) 

幼兒班「滴露防感染衛生互動講座」(10/2020) 

全校「頌主愛聖誕慶祝活動」(12/2020) 

全校「金牛獻瑞喜迎春」(2/2021) 

高班「友情GPS」社交發展小組網上活動(3/2021) 

全校「復活節慶祝活動」(3/2021) 

高班「懷孕知多點」分享會(3/2021) 

低班「專題研習：烏龜到訪(4/2021) 

高班「專題研習：我的肚子變大了」(4/2021) 

幼兒班「專題研習：單車競技賽」(5/2021) 

全校「健康兒童水果日」 暨「開心果月」(6/2021) 

高班「單元活動：民族服飾日(6/2021) 

全校端午節慶祝會(6/2021) 

高班小一模擬課程(6/2021) 

低班「情緒大冒險」幼兒小組 

(6/2021) 

校內活動 



幼兒班「新生適應期」(9/2020) 

2019-2020畢業生畢業相拍攝暨「幼兒藝術作品展」 

網上家長課程會(9/2020) 

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網上家長課程會」(9/2020) 

高班網上實時家長茶聚(10/2020) 

2122年新生家長網上學校簡介會(10/2020) 

幼兒班及低班網上實時家長茶聚(10/2020) 

幼兒班「新生家長日」(11/2020) 

2021-2022網上新生面見日(11/2020) 

全校「幼營起動校園計劃」活動(12/2020) 

全校「頌主愛聖誕慶祝活動」(12/2020) 

「幼兒創意藝術展—小童心大世界」啟動禮網上活動(1/2021) 

全校「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 –網上家長講座」(1/2021) 

全校「上學期家長日網上活動」(1/2021) 

全校「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劃—校本家長工作坊」 

網上活動(1/2021) 

全校「蒙特梭利小教室」短片發放(1/2021) 

舊生重聚日網上活動(1/2021) 

全校「擴香石家長減壓工作坊網上活動」(2/2021) 

全校「派發兒童節親子圖工創意包 」(3/2021) 

全校「親子樂悠悠之親子瑜伽日」(4/2021) 

全校「家長正向管教工作坊網上活動」(4/2021) 

高班及校友：第十五屆幼兒學校／幼稚園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專題講
座「親子九型人格之認識孩子的型格」網上活動(4/2021) 

家長代表小組會議網上活動(5/2021) 

全校「親親媽咪‧奧福遊戲工作坊」網上活動(5/2021) 

非華語家庭「認識社區活動-Nice to Meet You」網上活動(5/2021) 

全校「親子義工-愛心天使」網上活動(6/2021) 

低班「探究貨櫃船之旅」分享會網上活動(6/2021) 

全校「親親爹哋‧手作樂」網上活動(6/2021) 

高班「升小預備家長會」網上活動(6/2021) 

低班「升小選校家長會」網上活動(6/2021) 

家校協作/親子活動 



本校是年繼續伙伴香港教育大
學進行「情+社同行計劃」，
同時參與香港中文大學「 推
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
計劃，並發展校本的正向情緒
教育課程中，使孩子能從遊戲
認識不同情緒及對應的技巧，
強化孩子的心靈，為日後面對
變幻的環境學習自強，奠定正
向人生的基礎。 

 

本年度，本校按蒙特梭利教學
特色設立蒙特梭利教室，包括：
日常生活區、感官區、數學區、
語文區、文化區及藝術區，並
按每個區域的特色及範疇添置
蒙特梭利的教材在當中。幼兒
在自己的課室中，亦有機會接
觸不同區域的學習活動，老師
會按幼兒的進度及興趣編定
「教學重點」，定期更換當中
的教材，並齊整有序地排列，
讓幼兒可按其工作需要自行選
取及操作，以協助幼兒培養自
主和自律性。 



(3-4歲) 

     進行繪本研習《小麗騎三輪車》活動中，幼兒透過探索和觀
察，認識了有關香港不同的交通工具及其行駛地方。而在眾多的
交通工具中，幼兒對於單車特別感興趣，更好奇地問：「我家的
單車是交通工具嗎？」、「單車可以在馬路上行駛嗎？」等，為
讓幼兒能進一步對單車有更深入的認識和探索，老師和幼兒便以
繪本故事《小麗騎三輪車》作為是次研習的承托，並進行一系列
的研習活動。 

    在研習的過程中，幼兒由淺入深，逐步對單車展開探索。從
單車的結構、種類、演變，到踏單車的安全守則、車輪的用途等，
幼兒均有不同層面的認識和了解。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幼兒在德、
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所習得。 

 



上學期 
(4-5歲) 「病毒」總是無處不在，是我們日常中經常

接觸到的「東西」，一不留神就會破壞我們
身體健康。 

幼兒透過透過繪本故事《和新型冠狀病毒說 

Bye Bye！》，引發他們認識病毒源頭，然而
幼兒亦正親身經歷「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

中，無論在生活習慣、學習形式、個人衛生

等，對幼兒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幼兒透過
繪本故事藉以進行不同的探究活動，探討病

毒源頭、預防方法，培養他們的觀察力，以

及保持衛生的重要性。 



下學期
(4-5歲) 「龜」是日常生活最容易接觸到的小動物，幼

兒透過繪本故事《把殼丟掉的烏龜》引發了他

們積極分享自己對於烏龜的認知或者飼養龜的

經驗，可感受到幼兒對可愛的龜充滿好奇，老

師以繪本故事《把殼丟掉的烏龜》承托他們的

學習，激發幼兒以不同的方向對「龜」進行探

究及了解，學習勇於表達自己的發現，亦認識

到大自然的奇妙，從而培養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愛護大自然的重要。 

幼兒在研習中，透過資料
搜集、觀察、照顧等活動，讓
他們深入認識與「龜」相關知
識概念，了解「龜」的不同種
類、生活習性、成長等，更藉
此讓幼兒認識大自然對「龜」
的重要性，培養他們愛護大自
然的態度。 
 
    而經過「烏龜到訪」的活
動，更進一步讓幼兒親身認識
到不同種類龜的特徵、生境等。
姒豐富幼兒對龜的認識。  



下學期
(5-6歲) 

由於有數位高班家長懷孕，幼兒觀察到懷
孕媽媽的肚子會愈來愈大，對孕育新生命
感到奇妙，經常會向友伴和老師發問，如
「我們未出生前都住在媽媽的肚子裏
嗎？」故老師為回應幼兒的興趣，與幼兒
一同選擇了繪本《安東醫生迎接小寶寶》
以承托幼兒的學習，讓幼兒透過故事認識
不同物種的生命，並藉著活動進行思考、
討論和實踐，讓孩子認識自己的獨特性，
並學習接納、愛惜、尊重自己和別人。 



美藝培育亦是全人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故本校每天亦為幼兒提
供多元化的文藝活動，當中包括：創意美術、音樂律動、舞蹈
及戲劇等活動，促進幼兒全面均衡的發展。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遊戲及律
動，讓幼兒輕鬆地體驗、探
索及創作音樂，既可培養幼
兒對音樂的興趣，亦能擴大
其知識領域及可促進其創作
力和社群發展。 

幼兒藝術課程涵蓋色彩學、點線面、肌理與
質感、立體與平面的概念，藉此讓幼兒進深
不同的創作技巧及欣賞與尊重的態度。 

是年本校為高班幼兒舉辦「幼兒創意藝術展」，更
將推行網上的「幼兒創意藝術展」 讓不論身處何地
的公眾人士均能一睹幼兒獨一無二的作品。 

在戲劇活動中，幼兒會扮演不同的角
色，在自由的表達空間中發揮創意。 



首五間最多學生入讀之小學 

• 佐敦谷聖約瑟天主教小學(14%) 
• 天主教柏德學校(9%) 
• 聖公會基顯小學(7 %) 
•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7%) 
•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7%) 

    除每天的大肌肉自選活
動外，本校亦透過每星期的
螺旋式教學促進幼兒的綜合
運動性技能，包括穩定性、
移動性和操作性技能，有系
統地提升幼兒肌耐力、平衡
力、彈跳力和柔軟度的發展，
讓幼兒自小便能將全人健康
的概念植根於心中。 



本校2020年畢業生陳樂恆榮獲「觀塘區學校聯會 - 觀塘區

優秀學生獎勵計劃」之「觀塘區優秀學生獎」的榮譽。 

本校榮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第二十九屆員工獎勵計劃」之
「人人有利是」籌款奬項，而本校陳凱雯主任及凌詠詩主任
更分別榮獲「卓越員工獎」及「十年長期服務獎」 。 



另本校喜獲「2020年度關愛校園

獎勵計劃」之「2020年度關愛校

園」榮譽。 

本校金仲儀老師及梁恩儀老師榮獲 

「敬師運動委員會」之「第二十五屆表揚老師」。 



本校重視教師的培訓工作，每年均會為
教師安排各範疇的培訓活動，支援教師
專業發展。 

透過參與香港教育大學「3Es情+社同行計
劃」及香港中文大學「推動正向教育邁向
全人發展計劃」的支援計劃，提升老師對
正向教育的課程規劃及運用技巧。參與培
訓的種子老師亦會在校內會議及培訓環節
與全校老師分享所學。 

本校亦相當重視對家長的支援，以致承
責幼兒的成長，本校請來駐校社工為老
師進行「支援家長工作坊」講座。 

本校凌詠詩主任已完成「國際蒙特
梭利碩士課程」，並定期與老師進
行蒙特梭利的培訓，讓老師進一步
認識蒙特梭利的理念，同時帶進課
室，讓幼兒透過自行操作教材提升
自律、自主等能力。 

STEM教學為近年不可劃缺的領域，為托闊
老師的視野，本校與香港浸會大學洪進華
教授定期與老師進行培訓及觀課，讓老師
進一步認識不同的STEM理念，植下STEM課
程發展的根基，與時並進。 



家長是學校的重要夥伴，為讓家長能清
楚認識學校的發展方向及配合施教，本
校每天於大堂及Eschool展示學習日誌、
通告、每月更新活動相片花絮、每學期
均設家長日，讓家長能隨時掌握幼兒的
成長和學習資訊。 

家長亦可透過家長代表小組或日常的面
談、電話、電郵或手冊等途徑與學校交
流資訊，一同投入於幼兒的學校生活，
甚至畢業後仍可加入校友會，繼續維持
這份情誼。 

此外，本校本年亦繼續加設駐校社工，
使能更有效關顧各家庭的需要，提供專
業支援。 

家長亦透過本校舉辦的不同活動及課
程，如：海洋公園遊樂日、親子瑜伽
日、親親媽咪及爹哋及節日慶祝活動
與學校連結，一同承托幼兒的成長。 



    本校開辦至今已歷五個學年，今年配合校情的需要，並得到香港教育大學
「3Es情+社同行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劃」的支
援，在兩所大學的專業承托下發展校本的正向品德培育策略。同時，透過凌主任在
「國際蒙特梭利碩士課程」的進修，設位了蒙特梭利教室，並讓教師了解相關教學
理念。 
    來年，本校亦得到教育局「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 培育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計劃」的支援，持續透過正向的情緒社交活動，培育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此
外，本校將透過設立蒙特梭利教學環境，以及加強老師對幼兒行為觀察及記錄的技
巧，藉此按幼兒的個別進程提升他們的自理和自學能力，從而培養幼兒的自主、自
律及對社會的尊重。 

促進幼兒的正向行為
表現 

促進家長積極參與學校
的正向品格培育計劃 

培育幼兒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提升教師對蒙特梭利
教室運作的認識，並
加強對幼兒行為觀察
的分析能力 

培育幼兒的自主、自
律及對社會的尊重
  

推動家長體驗蒙特梭
利教育的理念和特色 

計劃一 

計劃二 透過蒙特梭利的教學環境，持續培育幼
兒的自主、自律及對社會的尊重 

深化及鞏固全校教
師全體老師對計劃
的認識與實踐能力 



     

感恩神的恩典，哥哥靈樂幼稚園畢業了！妹妹心柔也完成了幼
兒班的課程，即將升班了！三年的校園生活過得真快，感謝學
校提供了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給靈樂和心柔！看到孩子們每天
開開心心背起書包，懷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上學，真的感到很
欣慰。感激林校長、陳主仼、凌主仼、老師們和姨姨們悉心的
照料，讓孩子們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全面地成長。
接著各位高班幼兒都要離開校園升讀小學了，相信在幼稚園的
學習及培養，必能讓我們每一位孩子都能夠面對新的挑戰，迎
接未來！！！We will meet again ！！ ！ 

K3 胡靈樂、K1胡心柔家長 



     

K2 張佑天媽媽 

孩子是天父賜給我們的產業。轉眼間，一年的過去
，疫症沒有令我們的學習停下來，很感恩我看到恩
諾長大了很多，從說話能力、自理、規律各方面都
有很大的進步。感謝天父爸爸讓恩諾在這充滿愛的
雋樂家成長，校長、老師、主任和職工悉心的教導
和照顧，透過不同的學習角落和方式，恩諾可從多
方面去學習和增長知識。最重要的是聆聽到神的話
語，孩子之間可以彼此相愛服侍，作神百般恩賜的
好管家。我很享受恩諾每天與爸爸媽媽分享校園的
趣事點滴，他經常說得很興奮，手舞足蹈，可見他
十分享受校園生活，感恩上帝的恩典滿滿。“教養
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22:6 K1 蕭恩諾媽媽 

轉眼間佑天就要升讀K3做大哥哥了。經過這兩年在雋樂幼稚園的成長，看
到他的自理和待人接物的各個方面都有非常大的進步。佑天是一個比較慢
熱的小孩，這一年變化很大，變得主動有禮貌，懂得分享，關心和幫助身
邊的同學。這些都是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佑天會經常在我面前分享在校園
裡的點點滴滴，今天老師教了甚麼，要做甚麼功課等。瞬間就變成了一個
小話癆。讓我感受到小孩上學每天都是開心快樂的成長！還能學到很多知
識。很感謝珊珊老師和恩儀老師經常會跟家長溝通小孩的近況，讓我深切
感受到老師對每個小孩的用心！我非常認同  貴校的品德教育以愛傳播，
透過不同的主題活動來培養小朋友良好的態度和正確的價值觀。非常感謝
各位老師及校長、主任和姨姨對佑天這兩年來的悉心教導和照顧。在接下
來的K3最後一年的時光裡，希望佑天在  貴校繼續快樂學習，也希望所有
小朋友都可以在雋樂校園裡健康快樂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