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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是人生中一個重要階段，是學習吸收知識的好時機；本
園會秉承東華三院的辦學理念，鼓勵孩子積極面對挑戰，培
養「樂、善、勇、敢」的精神；貫徹終生學習態度，以達健
康樂觀人生。
在本年度，本園為配合幼兒的發展需要，因應幼兒的能
力及興趣重新調整及編排本園的課程，為幼兒提供更多元化
的學習機會，以豐富其學習經歷，從而達致最有效的學習成
果，貫徹「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
在課程方面，本園以「建構式學習」作為課程設計的理論基礎，採用「繪本教學」、「主題
教學」及「創意藝術教學」等模式，在課程中滲入創意綜合藝術元素，如：設計「節拍卡」、加入
Rap、Beat-box等，讓幼兒體驗不同的音樂元素，啟發幼兒對音樂學習的興趣。另外本園還開展了
「童是藝術家」幼兒藝術教育發展計劃，透過美術史、美術鑑賞、美學教學及美術創作四大範疇融合
於繪本故事當中，令幼兒不僅認識多元化藝術特色，提升幼兒的創作力及欣賞身邊事物的能力，且培
養幼兒獨立思考、社交等不同的能力。
本園還加強了「角落學習區」運用，每天安排幼兒自由遊戲時間，為幼兒添置富
創造性的低結構物料及教材，讓幼兒在遊戲中學習與人溝通、合作協商的技巧，發
展幼兒邏輯思維、創新思維及解難能力。
此外，為了提高幼兒學習英語的能力，本園特增聘多位外籍英語老師，增加幼
兒多接觸英語的機會。在早會時間，安排外藉英語老師與幼兒進行英語對話，如日
期、天氣、問候語等，提升幼兒英語基本應對能力，使幼兒更具信心與外籍人仕溝
通。在課堂上透過互動遊戲、角色扮演、 故事分享等，提供幼兒不同的英語學習體
驗。
除學術發展上，本園近年亦十分重視培養幼兒的全人發展，銳意發掘幼兒的潛
能，透過「潛能培訓計劃」為幼兒提供多元化的興趣活動。每逢星期五定為「潛能
發展活動日」，由專業導師選出具潛質的學生接受各項訓練，包括朗誦、舞蹈、唱
遊、話劇、故事演講、小組英文遊戲、制服團隊、花式跳繩、粵曲、武術、樂器演奏及A cappella
無伴奏合唱團等，讓幼兒發展所長，並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型校外比賽及有意義社區活動，藉此豐富幼
兒學習經驗，幫助幼兒拓展視野，建立自信，發揮潛能。經過一年的培訓，本園透過在6月24日(星期
日) 在元朗劇院舉行「潛能匯聚展風姿」大匯演，展示幼兒的學習成果。當日出席嘉賓、業界同工、學
生、家長及區內人仕合共788人。小朋友表現出色，表演時充滿自信，得
到家長、業界及區內人仕的認同及讚賞。
本年度可謂豐碩的一年，本園成功做到為幼兒開拓多元化優質
課程及發展幼兒潛能的目標。學校能得到如此豐碩的成果，全賴有
一班充滿愛心及勇於求變的的老師為幼兒的成長默默耕耘，努力付
出。我們會秉承東華三院的辦學精神，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發展
幼兒的潛能，建立自信，勇於接受新的挑戰，希望幼兒將來學有
所成，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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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匯聚展風姿

本校銳意發掘幼兒的潛能，透過「潛能培訓計劃」為幼兒提供了多元化的興趣活動，藉此豐富
幼兒學習經驗，幫助幼兒拓展視野，建立自信，發揮潛能。而幼兒在一年的學習成果，就在
「潛能匯聚展風姿」活動中展示出來。
在是次活動中，本園恭請得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彭韻僖律師MH太平紳士撥冗抽空蒞臨擔任主
禮嘉賓，令活動生色不少。而由本園一班出色的老師一同進行大合唱，為整個活動揭開序幕。
其後，幼兒為各位來賓獻上一連串精彩的表演，當中分別包括：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幼兒班
唱遊、低班小樂團、粵曲、無伴奏合唱、GLASS MUSIC、幼兒班韻律操、拉丁舞、中國舞、
武術、運動、英文話劇，合共12個節目。最後，由全體老師與幼兒一同唱出「Try a little bit
more」，為整個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活動中，展示他們一直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幼兒出色的表現感動在場的觀眾，斐然的表演實在
令人鼓舞。

武動南拳小英雄

JUMPS! JUMPS! JUMPS!

敲擊小樂團

Glass Music

A Cap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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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動奇蹟

活力啦啦隊

剪紙姑娘

維也納合唱團

Three Little Pigs

動物大派對

粵韻飄揚展國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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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多樂趣
Season's
Greeting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fruit.
Which one do you like?

Trick or Treat ! I like candy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I hope everything is
going to thrive in this year!

Celebrate this Easter with a heart ﬁlled
with peace and joy.

齊來唱唱跳跳，學習普通話

I made an ice-cream with Miss Jessica.
English lesson is so fun.

我們拼砌出可
愛的小馬。

多元學習
展創意

這兩層高的草莓蛋糕，真好味！

沙沙沙！用沙錘伴奏的歌曲多悅耳。

我們創作出來的小金魚多可愛！

齊來做「護脊操」，做個健康好寶寶！

我們建造的房子又大又漂亮。

每天為這些小植物澆水，
讓植物快高長大。

溫馨的畢業聚餐，
讓畢業生留下快樂的回憶。

消防員為我們講解防火知識。

警察叔叔教導我們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愉快校園
展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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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

多元學習
擴眼界

參加「馬鞍山公園」綠色生態遊，了解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參加2017-2018年度高班畢業旅行
及學習之旅

參加了「新界西東華三院聯校閱讀推廣計劃」，
在台上自信十足地表演。

參觀屯門交通安全城，道路知識你我知。

參觀「童是藝術家」第3屆藝術作品展

到小學體驗小一生活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學習護齒知識。
參加「學校文化日
2017/18：粵劇全
接觸」，感受中國
文化的氣息。

參加「賽馬會音樂密碼」，一同欣賞美妙的管
弦樂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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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成就盡顯才華

第9屆全
港幼稚園精英隊大賽
榮獲冠軍

聖三一音樂英文合唱表演
榮獲金獎

第6屆「
香港回歸盃」幼兒三語演繹比賽
(K2普通話組) 榮獲冠軍

6

Ziberty
全港跳繩團體挑戰賽2018比賽
(幼稚園組
) 榮獲團體總季軍

全港18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榮獲(幼稚園
組) 牛仔舞金獎

2018全港
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屯門區選拔賽) 榮獲金獎

第29屆
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邀請賽
(幼童組) 榮獲冠軍

香港交通
年檢閱禮
安
(幼兒組 全隊(新界北總區)2018周
) 榮獲外觀標準獎優異獎

項目

主辦機構

獲得獎項
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8 (幼稚園組) 第八名
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8 (女子組30秒後繩雙腳跳速度賽) 特優獎

體能獎項

香港花式跳繩會

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8 (男子組30秒前繩雙腳跳速度賽) 特優獎
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8 (女子組30秒前繩雙腳跳速度賽) 甲等獎
幼稚園校際跳繩錦標賽2018 (男子組30秒前繩雙腳跳速度賽) 甲等獎

舞蹈獎項

荷花集團
道教青松小學 (湖景邨)

體能獎項

道教青松小學
Ziberty Sports Studio
香港品質保證局

學校獎項

兒童脊科基金
東華三院
社會褔利署

第9屆全港幼稚園精英隊大賽 冠軍
第12屆聯校社際運動競技日幼稚園親子遊戲邀請賽 (幼稚園組) 銅獎
第6屆「幼兒常識問答暨競技比賽」季軍
「Ziberty全港跳繩團體挑戰賽2018」比賽 (幼稚園組) 團體總季軍
建立校園食物及環境衛生 衛生監控體系認證
「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 認證護脊校園
東華三院慈善獎券2017-2018慈款總額與全校學生人數比例獎 冠軍
家長義務工作嘉許狀 (服務時數共長達1000小時) 金獎
傑出學生

東華三院獎學金

東華三院

關超然太平紳士兒童藝術獎
語文獎學金 (英文)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及屯門民政事務處
品德獎項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2017
家長義務工作嘉許狀 (服務時數長達200小時) 金獎

社會褔利署

家長義務工作嘉許狀 (服務時數長達100小時) 銀獎
家長義務工作嘉許狀 (服務時數長達50小時) 銅獎

老師獎項

GAPSK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幼兒組) 冠軍導師

學界傳媒藝術協會

學界•我是故事大王•演講比賽 (幼稚園組) 導師嘉許狀

學界傳媒藝術協會

「第1屆學界我是故事大王•演講比賽」(2018) 冠軍
第8屆屯門區幼兒故事演講比賽 粵語組 最佳服裝獎

故事獎項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第8屆屯門區幼兒故事演講比賽 普通話組 銀獎
第8屆屯門區幼兒故事演講比賽 普通話組 銅獎
第8屆屯門區幼兒故事演講比賽 普通話組 二等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舞蹈獎項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 (2017) 優異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

18區體育舞蹈聯會18區舞蹈公開賽 (幼童組) 銀獎

18區體育舞蹈總會天水圍體育館

全港18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幼稚園組) 牛仔舞金獎

屯門文藝協進會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GAPSK

屯門區第32屆舞蹈大賽 (幼童組) 金獎
第46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幼兒組) 銅獎
幼兒獨誦英文組比賽 優良獎
第29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邀請賽 (幼童組) 冠軍
GAPSK幼稚園普通語水平考試初級組 卓越級
第13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K1組 一等獎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第13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K2組 一等獎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港幼稚園來說普通話比賽2018 (高級組) 優異獎

第13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K3組 季軍

語文獎項

新界校長會
香港消防處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群性獎項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北總區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環境獎項

教育局、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合辦
北區區議會及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英國倫敦聖三一學院聖三一 (香港) 音樂中心

歌唱獎項

第6屆「香港回歸盃」幼兒三語演繹比賽 K2普通話組 冠軍
第6屆「香港回歸盃」幼兒三語演繹比賽 K3普通話組 季軍
全港幼兒消防及救護宣傳短劇創作比賽 優異獎
2017-2018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幼兒組) 優異獎
香港交通安全隊 (新界北總區) 2018周年檢閱禮 (幼兒組) 醒目小隊長優異獎
香港交通安全隊 (新界北總區) 2018周年檢閱禮 (幼兒組) 外觀標準獎優異獎
新界西東華三院聯校閱讀獎勵計劃暨資訊日嘉年華2018 幼稚園才藝比賽 亞軍
第15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幼兒學校組) 嘉許狀
藍天綠地在香港學界設計比賽2017「幼稚園親子栽種比賽」親子栽種獎 冠軍
聖三一音樂英文合唱表演 金獎

東華三院

2018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屯門區選拔賽) 金獎

東華三院

2018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季軍

道教青松小學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屯門區幼兒唱遊薈萃 金獎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幼稚園唱遊 良好獎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曲小組合唱幼稚園組比賽 榮譽獎
第8屆全港寶貝SING聲星歌唱比賽 優異獎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組比賽 榮譽獎

語文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組比賽 優良獎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組比賽 榮譽獎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組比賽 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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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監控驗證 齊創健康校園

為了給幼兒提供一個更健康、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本園於2017-2018年度參加了「衛生監控體系認
證」計劃。 在計劃中，審核員會到校進行現場核
實，就校園內外環境的衛生情況、食品處理衛生、
個人衛生等進行檢測，通過對空氣、水及食物進行
微生物測試，從而了解及改善學校的環境衞生。經
過檢測後，本園不但成功獲得由香港品質保證局頒
發衞生監控體系認證，而且，在各項評核中均取得
優越成績。

環保校園 齊創綠色未來
本校秉承東華三院為綠色機構的理念，故一直推行多元化的環保及綠化之全民教學，鼓勵學生、家長及校內各員工
共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致力執行環保及綠化的活動，以邁向綠色生活。
而本園一直積極參加不同的環保活動，並屢獲佳績，如在環境運動委員會及教育局舉辦的「香港綠色學校獎」中，
分別在「環境教育」及「家長對環保活動的參與性」範疇獲得最傑出表現獎。而在2017-2018年度「第16屆香港綠
色學校獎」中在「環境管理」範疇獲得最傑出表現獎，成績出眾。

環保小玩意
有趣又好玩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
學校獎」獲得
「環境管理」範疇最
傑出表現獎
家長與學生一起
分享環保故事

在社區苗圃內學習
有機種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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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培植下的
小菜苗成長了

我們利用「再生利是封」
製作環保吊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