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堅尼地道)     更新日期:8/12/2017 

2017-2018 全年活動安排 

月份 班級 活動 合辦機構名稱 

2/9/2017 N-K3 幼兒及家長 2017-2018 年度新學年家長會 / 

K3 家長 小一選校全攻略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4/9/2017 N-K3 幼兒及家長 開學日 / 

帶我上學日 2017 香港有品運動 

維護家庭基金 

7/9/2017 N-K3 家長 「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計劃簡介

會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15/9/2017 黃佩詩老師 

詹雅婷老師 

家訪 K3 兼收組幼兒 / 

19/9/2017 黃佩詩老師 

何潔明老師 

家訪 K3 兼收組幼兒 / 

29/9/2017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 

N-K3 家長(小組) 「Papa Mama 自我裝備」小組系列

講座(一) <夫婦合拍教好孩子> 

慈慧幼苗中心 

朱容儀老師 

何潔明老師 

綠路童心會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

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

務系幼兒教育中心 

10/2017 – 5/2018   N-K3 幼兒 品格活動 香港有品協會 

6/10/2017 N-K3 家長(小組) 「Papa Mama 自我裝備」小組系列

講座(二) <處理孩子不當行為> 

慈慧幼苗中心 

6/10/2017 黃佩詩老師 

范宛其老師 

家訪 K3 兼收組幼兒 / 

13/10/2017 N-K3 家長(小組) 「Papa Mama 自我裝備」小組系列

講座(三) <強化孩子抗逆能力> 

慈慧幼苗中心 

黃佩詩老師 

范宛其老師 

家訪 K3 兼收組幼兒 / 

16/10/2017 楊秋梅老師 

陳詠怡老師 

家訪 K2 兼收組幼兒 / 

17/10/2017 王燕碧老師 

張惠儀老師 

家訪 K2 兼收組幼兒 / 

19/10/2017 N1-K3 兼收組家

長 

<輕談幼兒體能體力發展> 

講者: 物理治療師黃大葉先生 

社會福利署中央輔助

醫療服務課 

19/10/2017- 31/3/2018 N-K3 幼兒及家長 一人一花計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0/2017 K3 幼兒 長者到園探訪: 

柏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月份 班級 活動 合辦機構名稱 

20/10/2017 王燕碧老師 

曾佑嬋老師 

家訪 K2 兼收組幼兒 / 

21/10/2017 N-K3 幼兒及家長 第十六屆家教會成立就職典禮 家教會 

親子大旅行 

21/10/2017-26/11/2017 N-K3 幼兒及家長 「敬老護老愛心劵」慈善籌款活動 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

公司 

26/10/2017  N1-K3 幼兒及全

園同工 

全大樓火警演習 聖雅各福群會 

27/10/2017 

 

N-K3 家長(小組) 「Papa Mama 自我裝備」小組系列

講座(四) <認識幼兒性教育> 

慈慧幼苗中心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聖公會聖雅各堂 

N-K3 家長 「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生命

之旅」親職課程講座（一）：「一切

從親情開始」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13/11/2017 K3 幼兒 專題研習「認識自己」成果分享會 / 

1/11/2017-30/11/2017 K1-K3 幼兒及家

長 

<全城、傳誠>灣仔區倡廉活動

2017/18 幼稚園親子德育活動(遊戲

紙) 

廉政公署東港島辦事

處 

11/2017-2/2018 N1-K3 幼兒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我是小園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2017-5/2018 N-K3 幼兒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秘書

處 

3/11/2017 K2-K3 幼兒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計劃<

從兒童粵劇工作坊學習中國文化>

計劃 

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N-K3 家長 「心繫家庭」家長教育計劃「生命

之旅」親職課程講座（二）：「不做

忘恩負義的父母」 

香港家長教育學會 

K2-K3 幼兒 <Bring Me A Book>義工到園講故

事 
書伴我行（香港）基金

會 

6/11/2017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一) 
銅鑼灣青萌 

10/11/2017 K3 幼兒 幼稚園手偶故事活動 – 正確理

財概念 

聖雅各福群會 HUBBA 

Lab 

11/11/2017 2018-2019 年度

N-K3 幼兒及家長 

2018-2019 年度新生面見日 / 

13/11/2017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二) 
銅鑼灣青萌 

17/11/2017 

延期 

K1-K3 幼兒 「代代有愛：閱讀長幼情」 綠腳丫 

李錦記家族基金 

代代有愛學習平台 

20/11/2017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三) 
銅鑼灣青萌 



月份 班級 活動 合辦機構名稱 

24/11/2017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聖公會聖雅各堂 

27/11/2017 K1-K2 幼兒 <惜>食講座 惜食堂 

2/12/2017 K3 幼兒及家長 綠路童心—綠色社區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

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

務系幼兒教育中心 

4/12/2017 K2-K3 幼兒 綠<惜>課堂 惜食堂 

9/12/2017 N-K3 幼兒及家長 親子聖誕暨兒童崇拜 家教會 

聖公會聖雅各堂 

15/12/2017 N-K3 家長 家教會茶聚及有品校園講座「品格

打造抗逆力」 

家教會 

「香港有品」運動 

K3 幼兒 長者到園探訪: 

柏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22/12/2017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聖公會聖雅各堂 

8/1/2018-10/1/2018 K2-K3 家長 家長觀課 / 

16/1/2018-18/1/2018 N-K1 家長 家長觀課  

1/2018-7/2018 K3 幼兒 2017-18 年度<平和基金學校活動資

助計劃>理財活動 

平和基金 

2/1/2018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四) 
銅鑼灣青萌 

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一) 

銅鑼灣青萌 

6/1/2018 K2 幼兒與家長 灣仔區消防安全嘉年華 灣仔區消防委員會 

灣仔區消防安全大使

名譽會長會 

灣仔民政事務及消防

處 

8/1/2018-4/2/2018 K1-K3 幼兒 <惜>食多 FUN 獎勵計劃 惜食堂 

8/1/2018(日期待定) K2-K3 幼兒 「機電安全，從小做起」-電器安全

推廣計劃 2017/2018 (講座) 

機電工程署 

12/1/2018 K3 幼兒 幼稚園手偶故事活動 –健康飲食

及生活習慣 

聖雅各福群會 HUBBA 

Lab  

GREEN MONDAY 

K2-K3 幼兒 <Bring Me A Book>義工到園講故

事 
書伴我行（香港）基金

會 

15/1/2018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五) 
銅鑼灣青萌 

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二) 
銅鑼灣青萌 

19/1/2018 K2 幼兒 幼稚園手偶故事活動 –健康飲食

及生活習慣 

聖雅各福群會 HUBBA 

Lab  

GREEN MONDAY 



月份 班級 活動 合辦機構名稱 

22/1/2018 K2-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互動

劇場 
銅鑼灣青萌 

23/1/2018 K3 幼兒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六) 
銅鑼灣青萌 

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參與

式劇場(三) 
銅鑼灣青萌 

25/1/2018 本園老師(待定) 參觀寶寶幼兒學校幼兒園育嬰園 寶寶幼兒學校幼兒園

育嬰園 

26/1/2018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聖公會聖雅各堂 

27/1/2018 K3 幼兒 草地親子家庭大派對 聖雅各福群會 

灣仔區 

29/1/2018 K1-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劇閱

大使訓練(一) 
銅鑼灣青萌 

2/2/2018 K3 幼兒 參觀交通安全城 香港警務處 

港島總區交通部 

5/2/2018 K1-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劇閱

大使訓練(二) 
銅鑼灣青萌 

5/2/2018-2/3/2018 K2 幼兒 機智小寶貝健康生活手冊 食物環境衛生署及 

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

中心 

6/2/2018 本園老師(待定) 參觀 觀塘循道幼稚園 觀塘循道幼稚園 

9/2/2018 K3 幼兒 探訪長者活動: 

柏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 

12/2/2018 K1-K3 家長 「戲閱樂園」升小適應計劃—劇閱

大使訓練(三) 
銅鑼灣青萌 

12/2/2018-29/3/2018 實習學員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榮譽)學位課

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

育學院 

15/2/2018 N-K3 幼兒 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聖公會聖雅各堂 

23/2/2018 N-K3 幼兒及家長 聯校親子運動日 Kids 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