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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雋樂幼稚園(沙田)於2019年創校，是本處轄下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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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專題研習雙軌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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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 

高級文憑課程 

25%

75%

職工  

普通話活動：鄭樂銘老師、關烈烈老師、陳潔姻老師  

英語活動  ：Teacher Heidy、Teacher Charaine、Teacher Jessica 

註校社工：李冠慧姑娘 

林珮珊校長  

江佩琳主任 

陳潔姻老師 
徐頌旻老師 
陳梓儀老師  
余思靜老師 
楊楚欣老師 

吳家平老師 
鄭樂銘老師 
鄧淑芳老師   

  高班 幼兒班 低班 

 
江佩琳主任 
司徒寶麗老師 
吳卓穎老師 
蘇芷珊老師 
關烈烈老師 

 

我們的學校 

藍會玲(廚房) 
鄧淑環 
鍾潔儀 
戴影雄 
吳珍霞 
 歐秀云 

書記  吳鎧澂 

全日高信、望班及上午高愛班 



我們的學校 

全日低信班 

全日低望班 

上午低愛班 



我們的學校 

全日幼兒信班 

全日幼兒望班 

上午幼兒愛班 

下午幼兒義班 



全日班「網上教學活動」(9/2020至6/2021) 

半日班「網上教學活動」(9/2020、11/2020-2/2021) 

全校「團團圓圓慶中秋」(9/2020) 

全校「情緒大發現」(10/2020) 

高班「手作口罩專家到訪」(11/2020) 

高班「視障人士到訪」(11/2020) 

低班「潔淨小寶寶獎勵計劃」(11/2020) 

全校「頌主愛聖誕感恩網上崇拜」(12/2020) 

全校「感恩聖誕咭」(12/2020) 

全校「聖誕笑瞇瞇」(12/2020) 

全校「聖誕禮物大放送」(12/2020) 

全校「新年傳統你要知」網上活動 (2/2021) 

全校「年獸的故事」網上短片(2/2021) 

全校「喜樂綿延同團拜」(2/2021) 

幼兒班「寵物分享會」網上活動(3/2021) 

低班「種植花朵」(3/2021) 

高班「種植小豆子」(3/2021) 

全校「念主恩復活節崇拜」(4/2021) 

幼兒班「單車與電單車」大不同專家到訪(4/2021) 

幼兒班「單車同樂日」(5/2021) 

全校「健康兒童水果日」(6/2021) 

高班「民族服飾日」(6/2021) 

全校「模擬社區行」(6/2021) 

全校「夏日樂繽紛暑期活動」(7/2021) 

我們的學校 
校內活動 



2019-2020年度高班「結業禮暨幼兒藝術作品展」(9/2020) 

幼兒班「新生適應期」(9/2020) 

幼兒班、低班及高班「課程家長會」(9/2020) 

全校「家長童學會」之處理幼兒分離焦慮家長教育影片(10/2020) 

低班「親子同樂會」(10/2020) 

幼兒班「家長面見日」(11/2020) 

幼兒班、低班、高班「網上實時家長茶聚」活動(11/2020,3/2021) 

全校「家長童學會」之情緒三部曲家長教育影片(11/2020) 

高班「親子同樂會」網上工作坊(12/2020) 

幼兒班、低班「在家親子樂」網上工作坊(12/2020) 

全校「頌主愛聖誕慶祝活動」影片(12/2020) 

全校「新春祝福滿雋樂」(1/2021) 

全校「愛心送暖工作坊」網上活動(1/2021) 

全校「情緒放大鏡」網上家長講座(2/2021) 

全校「雋樂新春願望樹」(2/2021) 

全校「賀年食品齊共享」網上活動(2/2021) 

全校「去舊迎新迎牛年」網上活動(2/2021) 

全校上學期家長日(2/2021) 

全校「親子唱遊舞動樂」網上活動(3/2021) 

幼兒班「醫護人員到訪」(3/2021) 

全校「咖啡渣奇想親子藝術體驗網上活動(4/2021) 

全校「母親節家長也敬師活動」(5/2021) 

全校「輕鬆管教」網上家長講座(5/2021) 

全校「齊來轉一轉」父親節親子網上活動(6/2021) 

高班「升小預備網上家長會」(6/2021) 

低班「低班升小選校網上家長會」(6/2021) 

全校「結業禮暨感恩崇拜」(7/2021) 

高班「聯校畢業禮暨兒童創意戲劇匯演」(8/2021) 

我們的學校 
家校協作/親子活動 



 

屈臣氏集團捐贈百佳現金(10/2020) 

善心人捐贈成人口罩(11/2020) 

Circle K Stores捐贈飯券及食物券(1/2021) 

林港坤議員辦事處捐贈成人保護衣、鞋套、手套、面罩及口罩(2/2021) 

善心人捐贈消毒搓手液(5/2021) 

我們的學校 

本校接獲社會及機構內部捐
贈防疫物資，給予本校幼兒
及家長。 

獲贊助項目 

社區協作活動 
 

與心橋融合教育計劃協作「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展開(9/2020) 

幼兒班「滴露衞生講座」(10/2020) 

全校參與康樂文化事務署主辦「一人一花計劃」(10/2020) 

全校參與2020-2021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11/2020、1/2021) 

低班參與食物環境衞生署主辦「食物安全、個人及環境衞生」講座(11/2020) 

全校參與賽馬會「童亮．同玩」親子盒活動(12/2020、4/2021) 

全校參與幼營喜動校園計劃舉辦「健康生活小勇士」(2/2021) 

全校參與衞生署主辦「陽光笑容新一代」家校護齒活動(3/2021) 

高班「城門河知多少」區議員到訪活動(3/2021) 

全校參與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口腔健康教育」講座(4/2021) 

全校參與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口腔檢查」(4/2021) 

全校參與海洋公園及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舉辦「香港海洋公園遊樂日」(4/2021) 

低班「農夫到訪」(4/2021) 

高班「塑料回收計劃」環保講座(4/2021) 

幼兒班「單車達人」到訪(5/2021) 

低班參與漁農自然護理署舉辦「瀕危物種動物講座」(5/2021) 

低班參與香港消防處舉辦「幼兒消防安全教育講座」(5/2021) 

全校參與衞生署舉辦「開心『果』月」活動(6/2021) 

高班參與聾福會舉辦「繪本共賞在校園」活動(6/2021) 

低班及高班參與水務署舉辦「惜水學堂」節約用水週2021活動(6/2021) 



我們的學與教 語文培育 
主題故事及繪本研習教學 

三至四歲幼兒於下學期以繪本《小麗騎三輪車》

為承托幼兒研習的學習切入點，由「單車」及
「三輪車」開展，接著到「平衡車」及「滑板

車」，延伸至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的探索活動和遊

戲，不但培養幼兒的觀察力，並提升對事物的探
究和思考，從而加深他們對「單車」有更深層的

認識；透過體驗活動，讓幼兒更具體了解安全騎

單車時的守則，從小培養成為「精明騎單車者」，
並將所學的資訊傳遞予身邊的每一位。 



我們的學與教 語文培育 
新聞分享及專題研習教學 

四至五歲幼兒於上學期一同以「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聞報道為切入

點，幼兒透過一系列的探索活動和遊戲，不但培養他們的觀察力，
並提升對事物的探究、思考和分享，而透過一些有趣的科學探索及

發現，讓幼兒對病菌有更具體化的認識。幼兒再從自己生活經驗出

發，深入了解日常經常使用的清潔用具及防疫用品，從而提升幼兒
對個人衞生清潔的意識，藉此培養他們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做個

清潔好寶寶。 

 



我們的學與教 語文培育 
專題研習教學 

四至五歲幼兒於下學期一同以「一人一

花」的活動為切入點，幼兒在這個活動
後時常把小盆栽帶回校分享，可見他們

對種植有濃厚的興趣，因此幼兒透過是

次活動進行探索、搜集資料、假設、求
證和創作，從中提升他們的觀察力、對

事物的好奇心、思考、分析和表達能力。

一系列的探索活動和感官刺激體驗能讓
幼兒更深入了解、觀察和欣賞植物，從

而學會愛護和珍惜大自然。 

 
 



我們的學與教 語文培育 
新聞分享及專題研習教學 

五至六歲幼兒於上學期一同以報章新聞「中秋社企免費派飯」為
切入點展開熱切的討論，幼兒均十分認同幫助他人的熱心行為，
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幫助他人，為別人服務，傳送溫暖及愛。有見
及此，幼兒決定以「關愛」為研習的主題，讓幼兒對社區關愛進
行探究、思考、及記錄，從而增強幼兒的關愛意識。此外亦能培
養幼兒關心社會及自我認同的正確觀念。最後，從整個研習活動
中，幼兒明白自我認同、愛己愛人、分享快樂及感恩回饋的概 

念，從而培養在日常生活中關愛別人的良好態度。 
 



我們的學與教 語文培育 
專題研習教學 

五至六歲幼兒於下學期以幼兒的生活經驗作切入點，在討論過程
中發現幼兒的日常活動都圍繞著城門河進行，引發幼兒對城門河
的探究。有見及此，幼兒決定以「城門河與我」為主題進行是次
研習，幼兒透過進行一系列的探索活動和遊戲，更具體地了解到
城門河的歷史、河道的作用和城門河的變化。此外，亦從日常生
活著手，助幼兒了解水與人類的關係是如此密不可分，意識到水
資源十分珍貴，培養幼兒保護地球資源及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減
塑生活」的良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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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本校為高班幼兒舉辦「幼兒創意藝術
展」，把作品以線上展覽，讓家長和公眾人
士重拾寶貴童心，欣賞及投入幼兒的萬千世
界。 

我們的學與教 
美藝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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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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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配以校內
的健康餐單，讓幼兒自小便能將全人健康的概念植
根於心中。 

我們的學與教 

首五間最多學生入讀之小學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天主教聖華學校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體能培育 

2020-2021年度 
高班幼兒升小一派位結果 

本校亦開展以信仰和關愛生命為本的主日學。除每
天的早會/午會及放學感恩會，老師帶領幼兒一同
祈禱及唱詩外，每星期亦有一節主日學課，透過聖
經的教導、詩歌、遊戲等綜合活動，讓幼兒慢慢體
會信仰的美善以及關愛他人的喜樂。 

心靈培育 



本校吳家平老師和司徒寶麗老師於

「第二十五屆教師表揚狀計劃」中，

獲教育統籌委員會頒發表揚狀，以表

揚她們熱心教學、關懷學生、致力持

續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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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榮譽 

教師表揚計劃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本校低望班幼兒李卓嵐榮

獲聖公會主風小學四十五

周年校慶的「親子創意填

色比賽優異獎」。 

 

幼兒獲獎消息 

員工獎勵計劃 

本校江佩琳主任榮獲「第二十九屆員

工獎勵計劃」之「卓越員工獎」。 



本校重視教師的培訓工作，於是年為不
同教師安排各範疇的培訓活動，支援教
師專業發展。 

本校為裝備老師對蒙特梭利教學的認
識，是年「教師發展日」中為全體教
師進行相關的培訓，讓教師能掌握蒙
特梭利的教學理念及教材的運用方法。 

本校邀請社工到校為全校老師舉行有關家長溝
通的工作坊，促進老師與家長溝通的技巧。而
為照顧幼兒學習的多樣性需要，本校亦安排老
師參與非華語幼兒的學與教課程，以支援老師
在教學的需要。 

在文藝培訓方面，本校亦安排老
師完成了「幼師美術專業培訓
(第一及第二階段)課程」及請來
了浸會大學藝術講師黃振欽先生
到校與全體老師進行藝術培訓與
交流。 

STEM培訓是現今的教學重點之
一，為裝備老師的STEM教育思
維，是年「教師發展日」中就請
來了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洪進華先生與老師進行分享。 

透過參學院與語常會合辦的「幼稚園
教師語文(中文)專業發展課程」及「幼
稚園教師語文(英文)專業發展課程」培
訓，增潤老師的語文教學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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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亦安排資深老師參與「HOPE-20教兒樂家
長培訓課程專業同工培訓工作坊」，並獲取導
師資格。同時，亦邀請社工到校為全校老師舉
行有關家長溝通的工作坊，促進老師與家長溝
通的技巧。而為照顧幼兒學習的多樣性需要， 
本校管理層均已獲取特殊幼兒工作員證書，並
安排老師參與非華語教學分享會，以支援老師
在教學的需要。 

在文藝培訓方面，本校亦安排老
師完成了「幼師美術專業培訓
(第一階段)課程」及「創意無限
藝術坊(幼兒教師專場)」。 

我們的教師培訓 

本校特別於學期初舉辦「幼兒在家視象學習-老師支
援家長的策略與技巧」及「疫情下的家長支援工
作」，並在下學期舉辦了「正向品格培育工作坊」
及「建立幼兒正面行為」專業培訓工作坊，讓老師
能以正向的技巧以支援學校幼兒的需要。 



家長亦透過本校舉辦的不同活動，如：職業分享
活動與學校連結，一同承托幼兒的成長。 

我們的家校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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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電子通告展示學習日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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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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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校亦加設駐校社工，使能更有效關顧各家庭的需要，提供專業支援。 



是年本校配合幼兒能力發展及需要編定校本主題故事學習活動內容，增強幼兒

對語文特點的意識和認知，及安排了四位老師參與教育局及語常會與學院合辦

的語文培訓課程，及展開了「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延伸閱讀氣氛至家庭，推

廣親子閱讀的文化。同時，亦透過切合家長需要的教育活動支援幼兒成長，舉

辦家長教育小組及親子活動，以提升支援幼兒成長的能力。 

來年，本校會透過優化幼兒語文發展課程，提升三至六歲幼兒的文字意識及語

文組織能力。 

鞏固教師的語文活

動設計能力及帶領

技巧 

提升中文兒歌教學

內容的趣味性及多

元教學重點 

促進家長的故事共

讀技巧 

我的學校 我們的發展 

2021-2022學校發展方向 

透過優化幼兒語文發展課程， 

提升三至六歲幼兒的文字意識

及語文組織能力 



     

全日幼兒望班  

劉承希媽媽 

大家好我係K2班陳奕琛媽媽Joanna喺疫情期間好多
謝學校係這年照顧奕琛，令到我和先生可以安心上
班。奕琛很喜歡上堂，很喜歡學校，所以我們都好
珍惜他在學校的日子。他好愛每一位老師、校長、
主任和清潔姨姨，時常放學回到家，都會提起你們、
記掛住你們。我係一位在職媽媽，所以這個疫情爆
發後，對我們好大影響。因為疫情令到小朋友沒辦
法上學，而我們又沒辦法在家照顧他們。但是學校
很好、很體諒在職媽媽，給我們照顧服務，使我們
可以繼續上班，沒有影響工作。疫情中的教學方面，
各位老師都比平時花了更多時間和心機去準備，很
感謝你們的付出.讓他們可以繼續正常學習和成長，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家長心聲 

感恩讓我哋遇上雋樂幼稚園(沙田), 感恩承希能成為學
校一份子。承希的K1學年是特別嘅一年,因疫情我哋小朋
友未曾試過一天全日課堂的體驗,甚至停課了不少時間,
作為家長難免會憂慮小朋友錯過了學習及與老師同學相
處的機會。多謝林校長,江主任,梓儀老師,楚欣老師,其
他老師和姨姨,無論在停課期間還是復課時都看到老師們
用心安排了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和學習活動。感謝老師
們細心照顧他關心他,使承希每天很開心的在學校成長和
學習,當我們看到他自信滿滿的小臉說話和自理的進步便
知道他成長了! 

全日低望班  

陳奕琛媽媽 

全日高信班  

周駿宏媽媽 

感恩駿宏能夠在雋樂幼稚園(沙田)渡過愉快的幼兒生活。
他日常都喜歡跟我分享校園裡的趣事，例如他會告訴我，
老師會分享了甚麼有趣的新聞。又會告訴我，學校將會
舉辦甚麼活動，讓他十分期待。在他言語中，讓我感受
到他十分熱愛校園生活，還有良好的學習態度。讓我最
欣賞貴校和小兒的地方，就是在他用心做事後，得到了
老師的認同和讚賞，讓他做事充滿動力，對比以前更有
自信和進步。我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照顧和教導。
欣賞校長對教學的理念和堅持，感謝您帶出一支出色的
教師隊伍。在此感激林校長、江主任、各位老師及各位
姨姨，您們辛苦了，感謝! 祝願您們身體健康，工作愉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