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年度

學習生活

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為保障學生健康，教育局宣佈幼稚園的幼兒班和低班學生

今個學年停課，高班學生則於 6月 15 日復課。

學校報告校長 : 劉國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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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課期間我們透過網上教材繼續授課，並按原定的教學計劃編排教學內容。每週上載三段

教學短片，內容涵蓋中文、英文和幼兒數學，所以兒童的學習進度並沒有因為停課而落後。

除此，又不時加入親子運動，鼓勵大家注意健康。期間老師安排了課業、家居小任務等，讓

兒童保持學習的習慣。

高班兒童復課前，我們安排了清潔公司替校園全面消毒，又進行了大掃除，務使校園整潔衛

生，以迎接學生復課。老師利用復課的日子進行了小一適應活動，講解小學上課模式、介紹

環境、教導兒童學習執拾書包、管理個人物品等。又積極籌備畢業禮活動，讓兒童的幼稚園

學習生活有圓滿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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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家長 /親子活動

9/2019 • 低班交通安全隊甄選

• 創建深水埗「四合一」有愛的家挪亞方

舟親子遊

• 專題家長講座「讚賞的力量」

10/2019 • 注射流感疫苗

• 低班球場活動

• 一人一花計劃

• 伍濤宗教活動 (共 4次 )

• 敬老護老愛心券 2019

• 親職教育學院講座「給孩子一個讚」

11/2019 • 各級維他命故事劇場

• 伍濤宗教活動 (1 次 )

• 專題家長講座「用讚賞為孩子打氣」

• 家庭健康維他命小冊子活動

12/2019 •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低班 )

• 「幼聯全家愛」活動 (低班全日班 )

• 滴露講座 (幼兒班 /低班 )

• 高班球場活動

•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活動 (上午高班 )

• 「幼聯全家愛」活動 (高班全日班 )

• 注射流感疫苗

• 聖誕感恩會暨開放日

• 親子聖誕感恩會

1/2020 • 李錦記「家庭暖笠笠」親子布偶劇場

• 如廁自理訓練講座 (高班 )

• 宏恩「有愛的家」成果展

• 消防講座

• 高班球場活動

• 低班平台活動

• 畢得鳥家庭「愛與關懷」到校工作坊

• 一人一花活動帶植物回校分享

• 高班拍攝畢業場刊相片

• 李錦記 --- 三代活動

•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 (香港大學 )

• 年宵活動

• 長幼共融樂滿紛 (編織頸巾活動 )

• 升小一講座

• 李錦記---訓練祖父母講故事(共 2次 )

• 專題家長講座「從聖經看親子關係(一 )

親子九型」

• 敬師運動

全年活動回顧

月份 /年份 課堂活動 家長 /親子活動

4/2020 • 停課 • 家庭健康維他命小冊子活動

• 力力百寶袋 (共 3次 )

5/2020

6/2020 • 6 月 15 日高班復課 • 力力百寶袋

7/2020 • 「家長也升 Lv」講座

8/2020 • 幼兒班新生家長會

• 低班及高班家長會

• 非華語家長會

9/2019

至

8/2020

• 低班 /高班交通安全隊集隊

• 各級火警演習 (共 2次 )

• 全校幼兒宗教課程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計劃 ---「女青悅兒

成長服務」

• 「愛 + 閱讀」計劃 ( 共 3 期，包括工作

坊、中期及總結檢討 )

• 家長教師會 --- 親子資源中心借用圖書

(10 月開始 )

• 8 月至 1月各級生日會 (共 3次 )

得獎紀錄

日期 獎項名稱 獲獎人 頒獎機構

9/2019 我愛社區幼稚園親

子填色繪畫比賽

優良獎

吳宇豐 / 陳芷萾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12/2019 「創意校園樂滿

Fun」填色比賽

積極參與獎

黎咏琳 /黎思言 /黃建翔 / 余佩儒 /鄭學謙 /

曹蕊琳 /張雅汶 /陳芷萾 / 楊樂曦 /彭雨晞 /

方子瀅 /林佳炎 / Muhammad Al Zafier/ 曾彩怡 /

陳嘉瑞 /陳榮瑞 /林銘熙 /林家寶 /梁浩宇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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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 /工作坊 /分享會 講者

9/2019
專題家長講座「讚賞的力量」 馮詩煒社工

第一期「愛 +閱讀」培訓 鄭麗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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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倩俐主任

第一期「愛 +閱讀」中期檢討

第一期「愛 +閱讀」總檢討
鄭麗麗老師

11/2019
專題家長講座「用讚賞為孩子打氣」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

促進中心 王嘉琪社工

第二期「愛 +閱讀」培訓 鄭麗麗老師

12/2019 第二期「愛 +閱讀」中期檢討 鄭麗麗老師

1/2020

長幼共融樂滿紛 (編織頸巾活動 ) 蔡雅麗主任 / 陳碧華老師

升小一講座 蔡雅麗主任

第二期「愛 +閱讀」總檢討 鄭麗麗老師

李錦記 --- 祖父母講故事培訓 (共 2次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賽馬會家庭健康

促進中心 施倩俐主任

專題家長講座「從聖經看親子關係 ( 一 )

親子九型」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深水埗迦南堂 

陳汝康傳道

6/2020

第三期「愛 +閱讀」計劃培訓

第三期「愛 +閱讀」中期檢討
鄭麗麗老師

伍濤基金會「正面管教」網上體驗課 伍濤基金會 邱彩紅老師 / 邱彩珠姑娘

7/2020 「家長也升 Lv」講座 馮詩煒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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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員工方面

培訓形式 培訓對象 培訓內容

講座 教師
「賽馬會童亮計劃」2019-2020 健康講座

「賽馬會童亮計劃」復課準備網上座談會

課程
校長 /主任 /教師 「兒童發展知多少」

教師 「幼營喜動校園計劃」體能遊戲工作坊

培訓及交流

校長 SEN 認識執行功能

校長 /主任 /教師

部門教師培訓日

視覺策略應用 (有特殊需要兒童 )

「愛 +閱讀」培訓

深水埗幼教教師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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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主任 /行政助理 審核 DIY

主任 /教師 幼稚園骨幹教師專業交流培訓 ( 南京 )

主任 /教師 部門課程會

行政助理 幼稚園幼兒班收生安排「學位空缺」電腦系統操作簡介會

家長方面



家

We are the parents of Harbhajan, Jasmeet Kaur (K3B pm) and 

we wanna say thank you to the Principal, all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of the YWCA Athena Kindergarten School.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things that you did! There’s no one alive who could do what 

you did. You cared for my child, you fluffed up her wings, you taught her good lessons, 

you encouraged my child to reach high in her education, you did a lot of wonderful things 

and we’re as her parents really appreciated, you’ve been such a blessing. 

Harbhajan, Jasmeet Kaur also s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her, she feels really happy studying in YWCA Athena Kindergarten.

She liked all her teachers who really cared, patience and loved her, she liked all the 

books that she has borrowed from YWCA. Jasmeet also liked all her friends they are very 

nice, kind and friendly that’s why she can learned Chinese very fast, and she really 

liked her class very much, she said she will really miss her school although she will 

going to the primary school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YWCA.

After our son Jayden has attended his first year at YWCA 

Athena Kindergarten, it is amazing to see how much Jayden has 

grown holistically through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a nurturing environment. The patience and care shown by 

all the staff are incredibly heart-warming. During this 

pandemic period accompanied by lots of uncertainties,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tremendous efforts of the teachers 

in building an effective Home-School partnership by ensuring the learning continuit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 through E-learning platforms and special homework arrangements 

while being mindful of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family.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work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children at YWCA are in good hands.

    Tony & Helena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們對凱琳悉心教導，今年凱琳

遇著一個很特別的 K2，一個疫情令到很愛返學的

小女孩要留在家中，但很感恩因為凱琳能夠讀到

一間很好的幼稚園，老師很用心地每星期都錄製

Movie 給小朋友在家中學習，令小朋友可以能夠在

家中學習，另外因為我是一位要工作的媽媽，但我

參加了幼稚園的「愛 +閱讀」計劃，我非常感激老

師們能夠就我的時間和凱琳一起參加這個計劃，凱

琳亦開始培養閱讀圖書的習慣，凱琳將升上 K3，希望她除了學習德、智、體、群、美，

亦希望她能夠繼續在宏恩幼稚園這個大家庭開心快樂地成長和學習，最後我想多謝校長和

各位老師你們對每位小朋友的教導和無私奉獻。

祝校長和老師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尊敬的校長和老師們好！ 

我們非常感謝老師的辛勤勞動和對我們孩子的耐心教育。

希望老師再接再厲，對孩子多加鼓勵，啟發孩子的興趣、

潛力和奮鬥精神，還希望老師繼續與我們聯繫，報告孩

子的情況使我們能夠更好的配合，作為家長，看到孩子

的進步非常高興，同時我們也深知在孩子每進一小步的

背後是老師多少的心血換來的，我們也知道，老師非常

關心我們的孩子，感謝宏恩幼稚園校長和每一位老師，

你們辛苦了！

長
心聲

Jasmeet's parents

Jayden 王嘉偉家長

文凱琳家長

方子瀅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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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

你們好！家淇今學年遇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教育局宣佈

本學年停課，雖然未能與孩子一起上課，但校方會安排透

過網上教學模式與課業讓他們繼續學習，真的太感謝校

長、老師們。希望疫情快點離開我們，讓大家可以過健康

穩定的生活。

幼兒教育真的很需要愛，宏恩幼稚園給予小朋友無私的關愛及愛心，使到他

們笑臉迎人、笑著上學、笑著放學，其實不單只是小朋友，作為家長都會開

開心心的送小朋友上學，笑著接小朋友放學。小朋友不單只學到書本上的知

識，還有很多得著，自理、情緒控制、禮貌、待人接物，心靈上也得到好的

培養，願宏恩幼稚園越辦越好，希望家淇在未來一年幼稚園，好好學習！多

謝校長，各位老師，校工！

回想起囡囡佩儒上幼稚園的第一天，擔心她會

喊和當遇到困難時，不敢開口向老師提出。她

是一個慢熱型的小女孩，不愛開口表達自己。

當她到幼稚園上課，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明顯

地感受到她的自信心加強了許多，笑容多了，

說話的聲音也響亮了，並且學習了很多知識和

事物，感覺她真的長大了。

這個疫情停課期間，非常感激幼稚園各位老師的協助和關心，幫助家長們了解小朋友

在疫情中所需要的心理輔導和學習的情況，真的帶給我心底的絲絲暖意和慰藉，真的

辛苦了幼稚園的各位老師。

很感恩巧雯能入讀宏恩幼稚園，還記得第一天牽着她的小

手上學，我既開心又擔心，因女兒是較內向和害羞的小朋

友，我擔心她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適應校園生活，感恩巧雯

很喜歡學校，很愛她的老師，放學後常與我分享在校內的

點滴，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巧雯學習各種知識，學會

服從和自律，建立良好的品格，雖然今年在疫情的影響

下，巧雯只上學約 3個月，但她很期待可以快些上學呢 !

感恩主帶領我們到充滿愛的宏恩幼稚園，我衷心感謝劉校長、黎老師、劉老師和

各同工的教導和照顧，希望巧雯在你們悉心的培養下快樂、健康地成長，開展她

美麗人生的第一頁，謝謝 !

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好：

您們辛苦啦！承熙與靖宜今學年剛遇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

爆發，原訂於本年 2 月初開始的上課活動都被取消，教育局宣

佈本學年幼兒班及低班將不會復課，雖然老師未能與孩子一起

上課，但校方會透過網上教學模式、家居小任務或課業讓幼兒

繼續學習，這樣令到作為家長的我沒有感到這麼徬徨。真的太

感謝校長、主任、各老師及姨姨。萬眾一心共同抗疫，願疫情

快快結束讓大家過一個健康安穩的生活。

回想起上學期每天接送上學放學，小孩的嘴巴總是吱吱喳喳說

著學校所發生的一切，說着同學的名字，說著老師如何教導他

們……與同學手拖手，邊走邊玩，說著他們的 ( 語言 ) 時，

作為家長的我打從心底感恩當初選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宏恩幼稚園）展望著未來的一年校園生活是美好的。

余佩儒家長

朱家淇家長
李巧雯家長

古承熙與古靖宜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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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表達一下我們家長對學校及老師的

感激之情！我們一直認為幼稚園即是他的另一個家，而他

在宏恩這個大家庭學會了與人相處，學會了分享，懂得了

快樂的傳遞，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給了小朋友很好

的學習知識的啟蒙。各個方面我都覺得宏恩做得非常好，

例如 :接送小朋友返學放學，一到學校就有老師們熱情的

微笑同打招呼，雖然只是一聲簡短的問候，卻讓人感到如

此的親切溫馨，處處讓小朋友們感受到愛和關懷，其實無

意中也讓小朋友們養成了見面打招呼的良好習慣，這是身

教典範，林林總總諸如此類，老師們任重道遠，作為家長

要深深的說一聲 :老師您們辛苦了！

時光飛逝，轉眼就要渡過精彩的三年時光了！

回想起三年前，由為她揀選幼稚園開始到現在快將升讀

小學，一切都覺得好奇妙，也很感恩！梓瀅剛上 K1 的

時候，對什麼事情都不認識，又膽小又害羞，經過老師

們悉心照顧、用真心、細心和耐心教導，讓她慢慢變得

開朗活潑、積極和自信！

感謝主為梓瀅和妹妹安排一所充滿愛心和歡樂的幼稚

園。十分感激校長、主任、老師和姐姐對孩子們的所有

付出！

尊敬的校長及老師們好，因你們每天早上都會很親切地迎接

小朋友上學，感謝你們的辛勞。而且時間過得真快，回想起

錦權初踏上校園生活時的幾天，遇到害怕不安的事情，都會

眼濕濕跟老師說要找媽媽。但經過老師的引導，無微不至的

關懷及愛護下，他很快就適應了，之後每天放學後都會跟我

們分享校園生活的趣事和同學快樂的時光。我很感恩錦權能

在宏恩上學，而在老師細心指導下，兒子可以開心及快樂成

長。這是我們家長及老師們希望見到的事情，最後我們好感

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無私付出，謝謝。

非常感謝學校對孩子的培養教育，讓她能

夠在學校這個充滿溫暖的環境中學習，

還有老師給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感謝

老師長期以來的辛勤勞動和對孩子的悉

心教導，孩子的行為有了較大的進步，

對人有禮貌，孩子的一點一滴都離不開

老師的辛勤教導，再次感謝老師，心怡個性有時比較寧靜，

不擅於表現自己，希望老師多多指導，希望孩子得到更大的進步，

學會勇敢、堅強、獨立，再次感謝老師的辛勤付出。

林家寶家長

邱紫瑜與邱梓瀅家長 陳心怡家長

馬錦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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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視幼兒的語文發展，雖然今年的疫情影響

學校的運作，但是我們沒有忘記下午班的家長仍

未進行「愛 + 閱讀」培訓，當收到復課的消息，

便安排在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進行培訓，看見家

長積極的參與，實在令人鼓舞。

新學年我們仍注重語文的發展，因為良好的聽說

讀寫能力，對兒童的學習終生受用。過去半年，

我們推行英語閱讀計劃，兒童表現良好，可惜下

學期停課，未能完全反映果效。來年我們將會進

深推行英語故事閱讀計劃，於課堂內教導幼兒閱

讀英語故事，透過有趣味性的故事內容，培養兒

童閱讀興趣，先讓他們不害怕接觸英語，進而強

化學習英語的能力。

鳴謝

香港大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 聖公會基福小學

香港公開大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東華學院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香港教育大學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二校 )

計劃海報

印製日期 :2020 年 8 月  印製數量 :500 份

合作院校、中學、小學 :

教育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

衞生署 口腔健康教育事務科

香港消防處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香港交通安全會

家庭議會

政府部門

伍濤基金會有限公司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滴露公司

Andrex 皇冠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世界宣明會公共教育部

李錦記家族基金

公共機構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雲華護理安老院

林護紀念松柏日間護理中心

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深水埗綜合社會服務處

本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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