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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一切從家校合作開始

若將「品德」二字剖析來看：「品」，人的操行、本質；「德」，指人行為正直，品性善良。而將

「品德」二字一併，即指人行為正直，品性善良。現代的家長既要重視孩子的學術成就，也要著

重品德培育。一些良好品德如勤奮、節儉、盡責(忠)、守信、誠實、尊重、禮貌、關愛等重要的品
格，便是從零歲嬰幼兒期逐漸形成，常言道「三歲定八十」，幼稚園階段也就是德育發展的關鍵

期。很多學者認為：剛出生的嬰兒沒有對錯觀念，不知道甚麼行為是可以做的，甚麼是不可以做

的，道德判斷可說是「無規範期」。二歲至五歲的幼兒開始了解規則的存在，他們會模仿年長的孩

子來遵守規則，以免受罰。在學的幼兒，所建立的是非標準便是來自家長、玩伴及學校的師長等。

人生是充滿喜、怒、哀、樂，有成功、順景的日子，也有失敗、困苦的時刻，只要孩子學懂管理的

自己的行為及情緒，便可處理及應對不同的境況及挑戰；學懂尊重自己及別人，便能在關顧自己

時，也看到別人的需要，關愛他人，為將來貢獻社會奠下鞏固的基礎。

培養孩子品德的方法

本校自開校以來一直以全人教育為辦學理念，德、智、體、群、美均衡發

展。在德育方面，除在正規的課程上，讓幼兒明辨對、錯行為，並在遊戲

中學習考慮別人的需要和遵守規則，還有家校合作的「玩出好品德」、

「弟子規」、「公民教育(勤、儉、忠、信) 等計劃，使幼兒將一些來自學
校的教誨運用到家中「自己」的身上，逐漸形成品格。

示範好品德
家長及老師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則，示範好品德，幼兒就有活生生的

例子知道如何實踐好行為。在《玩出好品德》小冊子內，有很多德育

小故事，老師會利用故事、兒歌、歌曲等，帶出一些價值觀，

家長也可運用睡前小故事，或與孩子創作新結局，鞏固幼兒的

對錯觀念，例如家長要培養孩子的勤奮堅毅，便可使用「龜兔

賽跑」的故事，除了提醒孩子勤奮堅毅的重要性外，亦可以身

作則，處事不半途而廢，鼓勵幼兒在學校的「I can Fly小舞台」
中，在親身生活中體驗定目標、勤苦練與成功的關係！

讚美好品德
當孩子表現出好品德時，家長可具體指出他們哪些言行和態度示範了良好

品格的特質，也可以引用學校精選的《弟子規》，一些與幼兒生活息息相

關的行為，例如「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當孩子借用別人

的物品前，有先徵求別人的同意，家長便可讚賞及記錄他們的主動、誠

懇、有禮等良好品德，並解釋這些好品德如何使他和別人都受益，激勵孩

子繼續表現好品德。

分享好品德
家長可以利用晚餐或親子的時間，與孩子分享自己如何應用了好品德，並

因這些「好行為」為別人及自己帶來怎樣的好處，孩子在耳濡目染的環境

下，便能塑造出良好的品德，同時，也可讓孩子分享自己在校「做好事」

的經驗。學校為了提醒幼兒，時刻要顧及別人的需要和自己的安全，在不

同的地點張貼了「遊戲守則」，希望幼兒能暢快地玩耍外，亦能培養出良

好行為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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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品德？「品德教育」，看似熟悉，但卻有點陌生及似懂非懂的感覺。究竟品德是甚麼？



上 K1A 上 K1B

下 K1A 下 K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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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互助互愛的態度。

2	 能實踐幫助別人、愛護別人

及與人合作等行為。

活動目標

以繪本故事《擁抱》為主題，老師設計

不同的遊戲活動，讓幼兒能從中實踐幫

助別人、愛護別人及與人合

作的行為。如老師運用戲劇

元素，讓幼兒能從繪本內容

中學會以擁抱來表達友愛，

而在「愛心之旅」及「我是

小組長」活動中，幼兒便實踐

幫助別人的行為，而在「節奏

樂」活動中，能體驗互相合作

的成果等。

活動內容

我愛助人



上 K2A

下 K2A

上 K2B

下 K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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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關愛別人態度。

2	 能實踐慈心、分享及幫助別

人的行為。

活動目標

以主題書《傘的世界》內容，讓幼兒透

過不同的活動，培養關愛別人及慈心對

人的態度，如在「慈心魔法」活動中

的「謝謝魔法」，培養

幼兒感恩的心，讓幼兒

能感謝別人的幫助及給

予，以建立他們正向的

價值觀。另外藉「菇類

齊分享」、「開傘、

收傘的禮儀」及「德

育行棋」等活動，讓

幼兒能認識及實踐與

人分享、愛護別人及

幫助別人等好行為。

活動內容

我是慈心小天使



上 K3B上 K3A

下 K3A 下 K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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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惜物的好習慣。

2	 掌握廢物創作的技巧，發揮創意。

3	 能說出生活中可回收的物品。

活動目標

老師以繪本故事《怕浪費的奶奶》內容，創

設不同的學習環境及活動，再配以不同的策

略，讓幼兒從中體驗節儉，實踐節儉，並思考

出節儉、珍惜資源物

盡其用的方法，培養

幼兒知足常樂、珍惜

物品、不浪費的好習

慣，活動包括「廢物

大變身」、「設計環

保怪獸套裝」、「垃

圾分類」及「良心胡同

遊戲」等。

活動內容

不做大嘥鬼



佳音滿石籬

水耕種植

生日會

齊來靜心

潛能盡展耀聖誕

齊玩日本積木

防水小實驗

童是藝術家 - 動感藝術幼兒作品展

頌歌節

團年飯

機械人與我時間

Gabe積木

靜心之旅

參觀香港科學館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醫療遊戲

齊做護脊操

5
月滿東華賀中秋

校園活動剪影

校友會聯誼茶聚



音樂班

花式跳繩班

兒童中國舞班 兒童芭蕾舞班

兒童武術班

幼兒步操鼓樂儀旗隊快樂小蜜蜂

兒童拉丁舞 兒童爵士舞班

朗誦班

慈心抱抱熊計劃教師講座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感統與情緒教師工作坊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日「日本積木課程」聯校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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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興趣展繽紛

• 慈心抱抱熊計劃教師講座
• 「從遊戲中學習」
•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 食水(管理系統)」簡介會
•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幼稚園簡介會
• 香港學校朗誦節 - 誦材研討交流講座
• 幼稚園推廣閱讀津貼簡介會
• 幼稚園質素評核簡介會 (2018 - 2019年度)
• 繪本認識知多少及如何推行幼兒創意綜合藝術
• 「財務簡介會」
• 東華三院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
 「體能與健康及藝術與創意課程設計及實施」工作坊

教師專業增長 • 遊藝「心」林
• 幼兒情緒健康計劃發佈會暨繪本工作坊
• 東華三院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工作坊
• 幼稚園教育計劃簡介會 - 幼稚園財務管理
• 九龍城區聯校教師發展日 -「自由遊戲實踐經驗交流活動」
• 幼稚園華語及非華語學童的共學：文化回應教學
• 「日本積木課程」聯校教師工作坊
• 荃葵區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日
• 照顧幼稚園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基礎課程
• 非華語幼兒的學與教 - 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2019/20 
 (基礎課程)



學校代表：
林燕敏校長、梁開燕主任、

李燕萍主任、黃潔賢老師

家長代表：
隊 長：鍾明婉女士

副 隊 長：梅慧珊女士

文 書：黎靖晞女士、陳曉儀女士

康 樂：劉碧珊女士、黃曉菲女士

聯 絡：潘素雯女士、梁永梅女士

班 代 表：劉金玲女士、盧倩君女士、

  劉 燕女士、陸少愉女士、

  程海燕女士、鄭榮寬先生、

  周泳蘭女士、黃文燕女士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2019-2020年度家長義工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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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旅程
• 開學日家長會
• 家長參觀小學
• 高班交流會及小一入學家長座談會
• 義工家長茶聚及家長義工執行委員選舉
• 低班家長交流會
• 幼兒班家長交流會
• 家長義工劇場-《火焰山》
• 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第一針及第二針)
• 2020-2021年度新生簡介會及導覽日
• 親子環保聖誕卡設計比賽
• 家鄉美食烹飪大賽
• 親子學習一日遊(2019生態學習遊)
• 上學期期終家長日

家校活動

• 慈心抱抱熊家長講座
• 英語發音話你知
• 成為孩子的啟蒙老師
• 家長學堂 - 從繪本中透視管教
• 家長學堂 - 幼兒安全知多少家長講座
• 家長學堂 - 遊藝拉近親子情

家長學堂

家長義工劇場《火焰山》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親子學習一日遊 (2019生態學習遊)

親子遊藝工作坊 遊藝拉近親子情

19-20孩子的啟蒙老師講座

家長義工隊執委選舉

英語發音話你知

親子學習一日遊(2019生態學習遊)



比賽名稱 獎項 主辦機構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2019 本校  榮獲金獎(幼稚園組) 香港步操及鼓號樂團協會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第21卷暨

2019華夏藝術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冼妙玲(老師)、黃秀鳳(老師)、高麗欣(老師)、郭禮賢(老師)、楊穎欣(老師)、何伊彤(老師)、陳紫微(老師)、
陳巧兒(老師)、林依玲(老師)  榮獲叁等輔導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作品編輯委員會

《科學中國人》雜誌社

黃芷晴(畢業生)、吳希銅(畢業生)、龐竣仁(畢業生)、張蘊澄(畢業生)、楊子逸(畢業生)、謝子諾(上K3A)、
黎洛浠(上K3B)、寸依琳(上K3B)、廖若希(下K3A)、余梓彤(下K3B)、張浩倫(上K2A)、曾俊允(下K2B)  榮獲美術壹等獎

周勝雅(畢業生)、吳進熙(畢業生)、蔡嘉諭(畢業生)、鄭紫龍(畢業生)、許可茵(畢業生)、謝兆軒(畢業生)、
梁楚怡(畢業生)、鄧巧玥(畢業生)、鄧梓晴(畢業生)、黃煜菲(畢業生)、廖美琪(畢業生)、黃愷樂(畢業生)、
張立言(畢業生)、黃裕琳(上K3A)、羅奕晴(上K3A)、蘇祉霖(上K3A)、鍾梓喬(上K3A)、陳敏慧(上K3A)、
劉芯妍(上K3A)、楊凱婷(上K3B)、曾卓穎(上K3B)、陳沁懿(上K3B)、董詠兒(上K2B)、黃承熹(下K3A)、張焯鋒(下K3A)、
羅靖嵐(下K3A)、余鎮瀚(下K3B)、任曉童(上K2B)、曾子萱(下K2A)、林辰睿(下K2A)、歐芊蔚(下K2B)、周雍婷(下K2B)、  
榮獲美術貳等獎

伍子鵬(畢業生)、張恬恬(畢業生)、陳姵琦(畢業生)、陳柏朗(畢業生)、麥皓林(畢業生)、張雅晴(畢業生)、
鄧思狄(畢業生)、余君信(畢業生)、楊皓霖(畢業生)、容森玥(畢業生)、莊可欣(畢業生)、盧子淇(畢業生)、
何鎧淮(上K3A)、尤朗澤(上K3A)、沈鑫辰(上K3A)、陳熹琳(上K3A)、鄭雅文(上K3B)、吳千悠(下K3A)、尹鎮謙(下K3A)、
劉商盈(下K3A)、陳羽欣(下K3B)、李恒宇(下K3B)、甄嘉琪(下K3B)、翁海盈(上K2A)、梁愷芷(上K2A)、陳妍彤(上K2B)、
沈悅(上K2B)、何泳淇(上K2B)、蔡曉程(下K2A)、曾梓皓(下K2A)、吳樂亭(下K2A)、黃霈姻(下K2B)、張詩蘊(下K2B)  
榮獲美術叁等獎

GAPSK幼稚園
(初級)普通話水平考試

蘇祉霖(上K3A)、羅奕晴(上K3A)、何鎧淮(上K3A)、吳建霆(上K3A)、沈鑫辰(上K3A)、吳朗霆(上K3A)、李奕羲(上K3B)、
林希兒(上K3B)、曾卓穎(上K3B)、鄭雅文(上K3B)、吳家朗(上K3B)、寸依琳(上K3B)、楊凱婷(上K3B)、黃浩陽(上K3B)、
劉商盈(下K3A)、蔡俊樂(下K3A)、王承希(下K3A)、黃承熹(下K3A)、劉芯妍(下K3A)、羅靖嵐(下K3A)、張悠嵐(下K3A)、
黃奕朗(下K3A)、李雅琪(下K3A)、李樂瑤(下K3B)、林鈺雯(下K3B)、余梓彤(下K3B)、陳由鵬(下K3B)、張鍶漫(下K3B)、
陳瑋豪(下K3B)、甄嘉琪(下K3B)、鄭葦航(下K3B)  榮獲卓越一級

GAPSK中小學幼稚園
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及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GAPSK幼稚園
(高級)普通話水平考試

吳朗霆(上K3A)、劉芯妍(上K3A)、曾卓穎(上K3B)、楊凱婷(上K3B)、陳玄丞(上K3B)、余梓彤(下K3B)、陳由鵬(下K3B)、
張鍶漫(下K3B)  榮獲卓越一級 GAPSK中小學幼稚園

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及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蘇祉霖(上K3A)、羅奕晴(上K3A)、何鎧淮(上K3A)、李奕羲(上K3B)、林希兒(上K3B)、吳家朗(上K3B)、鄭雅文(上K3B)、
寸依琳(上K3B)、劉商盈(下K3A)、蔡俊樂(下K3A)、王承希(下K3A)、黃承熹(下K3A)、李樂瑤(下K3B)、林鈺雯(下K3B)、
陳瑋豪(下K3B)、甄嘉琪(下K3B)、鄭葦航(下K3B)  榮獲卓越二級

第二十一屆表揚教師計劃 黃秀鳳(老師)、辛詠恩(老師)  榮獲表揚狀 敬師運動委員會

「建國七十年」幼稚園親子填色
及創意大賽(荃葵區)

林樂軒(上K2A)  榮獲冠軍、邵靖軒(下K3A)  榮獲亞軍、黃浩陽(上K3B)  榮獲優異獎
陳熹琳(上K3A)、何鎧淮(上K3A)、梁澔信(上K3B)、黃樂彤(上K3B)、廖若希(下K3B)  榮獲創意獎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吳朗霆(上K3A)、譚汝揚(下K3A)、陳由鵬(下K3B)、林鈺雯(下K3B)  榮獲A級榮譽
曾卓穎(上K3A)、張鍶漫(下K3B)、陳瑋豪(下K3B)、劉商盈(下K3B)  榮獲B級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

蘇祉霖(上K3A)  榮獲A級榮譽
謝子諾(上K3A)  榮獲B級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全港幼稚園及小學英語朗誦比賽 何鎧淮(上K3A)  榮獲朗誦傳神獎 全面發展教育協會

婷婷舞動迎聖誕2019婷婷盃
區際、校際拉舞公開賽

本校  榮獲金獎(幼稚園組團體Cha Cha Cha)
林博軒(上K3B)、陳樂彤(下K3A)  榮獲冠軍(幼稚園校際組單項Cha Cha Cha)
林博軒(上K3B)  榮獲冠軍(幼稚園校際組獨舞Cha Cha Cha)
陳樂彤(下K3A)  榮獲亞軍、曾憲令(上K2B)  榮獲季軍(幼稚園組獨舞Cha Cha Cha)

鈞婷拉丁舞蹈團

2020年Donut Kids Club
全港幼小學生揮春創作大賽

陳梓庭(上K2B)  榮獲季軍(幼稚園親子組)
何鎧淮(上K3A)、羅奕晴(上K3A)、李璟亮(上K1B)  榮獲優異獎(幼稚園親子組)

Donut Kids Club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本校  榮獲亞軍(學校組幼稚園集體基礎長拳)
張梓玄(下K3A)  榮獲殿軍(學校組男子K3基礎長拳)
馮子嵐(下K2B)  榮獲優異(學校組女子K1-K2基礎長拳)

香港武術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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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我們的
驕傲

婷婷舞動迎聖誕 2019婷婷盃區際

全港幼稚園及小學英語朗誦比賽

GABSK幼稚園剪普通
話水平考試 (下午班 )

GABSK幼稚園剪普通話水平考試 (上午班 )2019步操公開賽

2020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