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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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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 
•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促

進兒童全面均衡的發展。 

• 尊重個別差異，協助兒童體

驗生活，發展潛能。 

• 培養兒童良好的生活習慣及

品格。 

• 協助外出工作父母教育及照

顧其子女，共同培育兒童成

長。  

    本校自1997年創辦至今已24年，一
直以建立優良的教學團隊及支援網絡、
培育幼兒的全面發展為己任，藉此豐富
幼兒的學習和視野，亦著重培育幼兒語
文及藝術發展。 
  本校為一間多元國際學校，有不同
國籍的幼兒入讀，如越南、韓國、尼泊
爾、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等，故本
校持續透過不同形式的語文活動，並運
用「中文學習進程架構」幫助幼兒有效
學習語文。而本校周校長更曾獲語常會
邀請，為「學前優質英語教學計劃」擔
任教學示範。 
  本校重視幼兒的全人發展，更藉著
各項豐富的兒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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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著重幼兒的心靈
培育，除每天設有早禱時間，亦透過每
星期的兒童文藝活動、節日或突發事件
的即景學習，培育幼兒珍愛自己、關愛
他人。本校持續3年獲2「關愛校園」榮
譽，更於2019年獲得「關愛校園獎勵計
劃2019-幼稚園組『關愛家校合作』主
題大獎」。 

 
使命宣言 

珍視兒童潛能    促進全人發展 

凝聚專業力量       夥伴家庭同行 



袁婉章、杜利明 

(高班、幼兒班) 

延展服務            
 

傅熹霖 
高班            黃芷晴老師           

英語活動          普通話活動          

黃哲琳主任           周幸兒老師 吳桂香、周秀嫻 
(低班、幼初班)       

            

吳婉琴      
(廚房)         

            
阮杏娟      
(助廚)         

            

黃哲琳主任            

周韻兒校長           

校董會            

幼兒教育服務            兼收服務            書記            

低班            幼兒班            幼初班            

鄧晴臨老師 
黎芷恩老師    
布心悅老師 

張嘉慧老師    
盧芷曦老師 

劉美怡老師 
李月玲老師 

暫託服務            

黃淑芬老師           

區麗芬      
(延展)         

            

職工           

黃頴頤老師 
范嘉恩老師 
胡中菁老師 

  非常感恩，我們攜手渡過平安又豐盛的一個學年。雖然今年疫情
仍然反覆，但憑著我們去年的經驗、教師們努力學習及應用不同的網
上教學技巧，為幼兒及家長們成就一個又一個與別不同的特別活動。
還記得我們的「時代賀歲網上年宵」活動、「親子科學探索日」活動，
還有結業禮影片中的「小瓜嘰」等，希望藉著各活動，讓你們能感受
我們致力為小朋友及家長提供優質的教育外，亦希望 
能在困難的日子為大家打打氣。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家長對我們的信任及愛戴，你 
們給予的支持和鼓勵，我們全部都感受到。來年， 
讓我們繼續亙相扶持而行，「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哥林多後書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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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邀請進行「非華語兒童中文分級讀
物開發獎勵計劃」試書活動，對將
出版的非華語兒童中文圖書給予專
業意見。(2/6/2021) 

本校周校長、黃主任及黃芷晴老師原獲教育局
邀請於「幼稚園質素評核簡介(2019/20學
年)暨經驗分享會」中向業界分享本校進行自
評、訂定學校關注事項的心得，並重點分享非
華語幼兒學與教、對非華語家庭支援的工作，
但有關分享會因疫情而取消，並改於網上發佈
同工們預備的錄音簡報。(9/2020) 

 

本校周韻兒校長及黃哲琳主任於「第二十五屆
教師表揚狀計劃」中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頒發表揚狀，以表揚她們熱心教學、關懷學生
及致力持續專業發展。(04/11/2020) 

於本處「第29屆員工獎勵計劃」中，本校周韻兒
校長獲頒「卓越員工獎」。(22/1/2021) 

 

於本處「第29屆員工獎勵計劃」中，本校黃頴頤
老師獲頒「二十年長期服務獎」。 

(22/1/2021) 

 

本校學校參與本處主辦的「2020年度關愛校園獎
勵計劃」，獲評審團頒發「關愛校園」榮譽。
(8/5/2021) 

 

本校周校長獲社交平台Facebook「伴你童行」專
頁邀請，就家長如何為子女預備入學進行分享，讓
新手家長認識幼兒的心理及生理需要。
(31/5/2021) 



    推行「大自然與生活」活動有助訓練幼

兒的思維、獨創性和創造力，從而建立自信

心。因此，本校於去年成立專才小組，重新

檢視及修訂3-6歲「大自然與生活」課程大綱，

加入科學(S)、科技(T)、工程(E)及數學(M)

元素，讓幼兒透過親身操作進行探索，尋找

答案。另外，為提升老師的專業知識，本校

亦安排了一連串培訓，讓老師掌握設計「大

自然與生活」活動的設計元素及帶領有關活

動的教學策略。同時，是年本校亦進行了2次

校內同儕觀課、2次聯校專才教師觀課及評課

會議，促進教師帶領活動的認知，並讓她們

認識設計不同範疇的科學活動時需留意的地

方。 

    於停課期間，本校教師持續透過視像活動或提供短片，與幼兒

進行與「大自然與生活」相關的活動，亦舉行「親子科學探索日」

視像活動，與各家庭透過進行小實驗，讓幼兒於活動中體會不同的

科學原理。此外，本校更透過短片或材料包為各幼兒家庭設計及提

供「家中小實驗」小點子，以鼓勵家長在家延續幼兒好奇心和探索

事物的精神。是年本校一共設計了40個以科學及生活為題的小點子，

並鼓勵家長與幼兒進行活動後，上載到分享平台 Padlet 與教師

及同學分享。透過家長的參與，家長能體會如何透過生活小遊戲讓

子女進行探索，亦從中發現子女的好奇心及解難能力，更有家長說

他的孩子在活動中「活像一個小科學家」。 



    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幼兒要適應多元的學習模式，例如半日面授課堂、

網上視像教學活動、下午文藝影片活動等。為了讓幼兒更快適應豐富多變的

學習模式，本校分別安排了不同的活動讓幼兒享受多元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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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天於大堂及手機程式展示學習活動日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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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參與本校的義工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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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老師費盡心思為小朋友預備教材，能

讓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學習、互相分享。我們日常
生活中的每事每物，都可以是學習的好工具、好
材料。 STEM 可以讓小朋友在真實環境中，動

手做來參與活動學習，讓小朋友主動了解生活中
與 STEM 相關的現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方法

來認識世界，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
題能力，在學習過程中亦增加親子關係。 

 

    好開心時代幼兒學校在課程加入STEM元素（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啟發幼兒學習。其實幼兒天生就是探索家和科學家，在大自然和生
活中，隨處都可見 STEM 學習機會。例如：日常生活接觸到的天氣變化、
衣食住行、一草一木，以至科技產品運用，都可體驗 STEM。 

龍恩媽媽 

高  班：龍恩媽媽、蔡幸晴媽媽 

低  班：謝秉江媽媽、鄧允言媽媽 

幼兒班：何承恩爸爸、許旨樂媽媽 

幼初班：麥斯詠媽媽 



斯詠媽媽 
    不經不覺加入家長代表小組差不多一年，真的好開心，

可以認識到不同級別的家長，可以向大家聽取不同意見，真的
很感恩！ 

    由斯詠進入學校的一刻，真的又驚又喜，驚是擔心女兒

不適應，第一次和斯詠全分離的時候，當我離開校園一刻我竟
然流眼淚，腦裡回想起一首歌〝分離從來不易〞！喜是看見斯
詠一天一天成長，現在開開心心返學，回到家中並會與我們談
及學校的情形，真的很開心可以入到時代幼兒學校。 

旨樂媽媽 

    疫情下我們學習轉變新常態，無論學校的老師、上班的大人、家長、
青少年、小朋友、甚至老人家都面對不同程度壓力和挑戰。大家經歷被迫
轉變學習方式、上班工作方式、親友聯繫方式，過程一點都不容易，但我
們都挺過來了。 

    記得2019年末的聖誕市面出現搶購防疫用品，整個城市瀰漫着緊張
氣氛。我的小朋友19年9月才入讀幼初班，期間遇上停課，好不容易剛剛
過新生識適應期習慣了校園生活中，有大半天時間在學校，爸爸媽媽可以
回一回氣。大約農曆新年開始疫情嚴峻，教育局宣佈停課，是沒完沒了的
停課。 

    其實學校的反應真的很快捷。由延長農曆假開始，每天放送「全港停
課期間親子遊戲」、故事分享，天父的訊息，每1、2星期便「順豐速遞」
功課圖工材料包、防疫物資等，還有小朋友很期待的老師定期關心問候電
話。2020年6月開始上網課，可以和老師見見面。其間看到校長、老師們
為著我們的孩子在有限的資源努力不懈、追求完美不斷改進課程，真的很
感受到那份教學熱誠和無私大愛。 

    疫情下我們家長會關注小朋友沒法去學校上學怎麼學習？網課成效有
多少？功課會否跟不上嗎？小朋友長時間在家可以做什麼？ 

    感恩學校以上的學習方向都大大提醒着我親子學習的重要，「學海無
涯」，現在只是幼稚園，還有小學、中學、大學呢？不是識多幾個字、不
是識幾國語言、不是識得多種才藝技能，而是「請好好陪伴孩子！」。 

    孩子的營養是來自父母的關愛與陪伴。作為孩子的第一位老師，他們
會仿效父母，雖然對著孩子的時間多了，整天耳邊都是「媽咪、媽咪、媽
咪……」偶爾都覺累。一想歲月如電，我們孩子的童年也轉瞬即逝，藉著疫
情被困家中抓緊機會，學習陪伴不要錯失孩子的成長歷程也是一種幸福。 



     

    疫症無情，但人間有情。雖然疫情的原故需要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
但是這1.5米並沒有把我們疏遠了，反而讓我們更珍惜能相見相處的時間。 

今年比以往特別，與從幼初班開始認識的家長朋友一起參加「學校家長代表
小組」，讓自己更加認識時代幼兒學校是一所著重服務承諾的學校。 

    記得第一次參與「學校家長代表小組」會議時，周校長提到：「希望承
諾大家做到盡量唔減（活動）」，回憶當時自己心𥚃在想，減也是會明白的，
請不用太勉強，相信妳們已盡一切的努力。 

    轉眼間來到了20/21年度學期尾聲，見證了在疫情之下，學校上下一心，
在不可能聚集的情況之下，舉辦了一個又一個精彩、愉快、安全又感動的活
動，每一個活動也見到周校長、黃主任、各位老師和姐姐們花了很多時間和
心思，以及應變能力，把不可能的，用愛和努力變成可能！ 

允言媽媽 

    最深刻印象的活動，是把熱鬧的年宵攤位活動，轉變成為一個喜氣洋洋
的「網上版本」，老師和同學們歡樂互動，家長和小朋友也高興至極了！在
電腦上看到過程十分流暢地轉換到不同的攤位及場景，當中大家必定需要很
多的反覆測試和練習，而所有的年宵物資也經過老師仔細的考慮，親自外出
選購回校。 

    感謝你們以孩子為先，讓孩子們可以互相見面一起玩樂互動，拉近了那
1.5米之間的距離，在疫情之下這份承諾顯得格外珍貴。衷心感謝周校長、
黃主任、各位老師和各位姐姐！！也感謝在時代幼兒學校認識的每一位你、
你、你… 感恩有你們同行。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主恩滿溢！！ 

幸晴媽媽 

    幸晴和一眾高班同學都畢業了。還記得剛上幼稚園時，
幸晴哭得撕心裂肺的樣子。到了現在，幸晴每天都期盼上學
與同學及老師見面。 

    疫情令到教育模式更具挑戰性，例如網上課堂，派發、
批改功課和課程編排都要重新整理一套。親身感受學校費盡
心思跨越障礙地授課，亦為家長耐心解決中間所帶來的困難。
看見這一切，正是時代幼兒學校提供了溫暖和愛心給孩子茁
壯成長的地方。校長、老師和校工每日都盡心盡力地照顧孩
子，從書本知識，道德培養和自理能力，孩子都得到最大的
啟蒙。 

    今天，幸晴就要離開時代幼兒學校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了，讓我們帶著校長、老師的真心祝福，帶著爸媽的期盼，
祝願時代幼兒學校中每一位孩子走向更加燦爛的將來！ 



秉江媽媽 

    受疫情影響，我們過去一起經歷了很多，留下
了很多難忘的回憶。面對不同挑戰，我們更見變得
珍惜當下！不知道大家對這特別的一年哪個活動最
有印象呢？對我來說，最深刻的便是「423世界閱讀
日」，我們大小朋友都從中獲益良多、樂在其中，
回味無窮！ 

    是次活動是以周校長講故事「我的幸運日」來
揭開序幕！我記得我和秉江聽完這故事之後，意外
地每天我們都懂得互相分享當天的幸運事情，互相
鼓勵大家呢！ 

    深信對於小朋友而言，六月一號的「國際兒童節慶祝活動-喜閱之旅」一定
是既難忘又愉快。當天小朋友在學校參與一連串遊戲活動，全校師生打成一片！
看著學校精心錄製的影片，那一張張笑臉讓作為家長的我們也猶如置身現場，心
感溫暖，秉江也常常與我重溫當天的快樂呢！ 

    而對於作為家長的我，有幸參與「繪本爸媽工作坊」的課程，從中獲益良多！ 

實在很開心能夠回校親身為小朋友說說故事！本以為係為小朋友帶來歡樂，但小
朋友那份暖心和天真的笑容，讓我得到更多。那份開心是打從心底的！這是繼
「教兒樂」之後，我又多了一樣能夠與孩子促進親子關係的「法寶」了！ 

因為時代幼兒學校，即使是在職媽媽，我亦感受到育兒的快樂！ 

    最後，衷心感謝時代幼兒學校的周校長、黃主任、各位老師和嬸嬸！也祝願
時代幼兒學校裏的每一位小朋友在這個充滿愛的家一起健康快樂成長！ 

承恩爸爸 

 

    在“教兒樂”課堂裡，感恩有一班同校的家長一齊學習，當大家分享到育兒
的困難時，我很感受到一齊同行互相扶助的重要。另外，在課堂裡學到一個比較
深刻的育兒方法，就是要又快又準確地讚賞孩子做對的事。以往，我是一個不懂
說讚美說話的人。然而，當我嘗試跟著課堂的教導去做， 

我發現兒子會對出於真心的讚美有非常積極的回應，更令 

到我和兒子的關係更進一步. 

    在疫情期間，學校仍為幼兒班及幼初班家長開設 "教 

兒樂“ 課程， 我深心體會到學校是很著重建立親密的親 

子關係，這亦是我會繼續努力的方向。 

    自從兒子出世後, 我一直思考在新世代如何好好教導兒

子，陪伴兒子成長。起初我是從互聯網學習，那裡的文章實在
太多，育兒建議多不勝數，有時資訊也有點混亂。直到我去參
加學校開辦的“教兒樂”課程，從中我能有糸統地學習教導兒子
的方法，獲益良多。 



3 

1 

2 

1 

4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20-2021年度 高班幼兒 

升小一派位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