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
聖雅各福群會幼兒中心 (堅尼地道)

2020-2021年度
新生入學家長會



學校簡介



辦學宗旨
本會發揚基督關懷的精神培育幼兒，以優質服務提供完善的
照顧及全面教育，使他們健康成長，成為活潑開朗、仁愛、
有責任感及自信的小孩。

教育的目標
我們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為幼兒達到以下的目標:
1.了解幼兒在每一階段的發展狀況及需要，提供全面的照顧
及教育。

2.為幼兒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在自主的情況下，愉快學習、
健康成長。

3.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讓幼兒體驗學習的過程及結果，
並寓學習於遊戲中。

4.教導幼兒認識及遵守常規，並懂得關愛他人，互相照顧。
5.透過自選活動，讓幼兒體驗及了解社會生活準則，成為有
責任及自信的小孩。



地址：香港灣仔堅尼地道100號3樓至6樓A

電話：25962523

網址：https://kmccc.sjs.org.hk

電郵： fckmccc@sjs.org.hk

創校年份：1963年

宗教：基督教

學校類別：全日制

教學語言：中文（廣東話，輔以英語及普通話）

學制：主流班

級別：嬰兒班/學前班/幼兒班/低班/高班

師資：100%合格老師 (幼兒教育文憑、學士及碩士)

專科導師：英語外籍導師4位、普通話導師1位、創意美藝導師1位、

互動音樂導師1位、創作戲劇導師1位、自由遊戲導師1位

活動課室：體能室、音樂室、圖書館、遊戲室、綠色園地、醫療室



培養孩子上學興趣

1.探索環境、製造短暫分離

2.學習的興趣

3.聽指示及自理能力



孩子的挑戰

1.適應期的相伴

2.調節作息時間

3.上學的樂趣



父母的挑戰

1. 信心和支持

2. 接納情緒

3. 家校合作



行政校務



教職員介紹



環境衛生

- 滅蝨/ 消毒 / 空氣淨化

- 清洗冷氣 / 清洗床舖

- 設施清潔 (玩具、食具等)

- 家長清洗幼兒個人用品

(床鋪用品: 每隔兩個星期五派發或自行選擇參加
清洗床鋪用品公司服務

白 鞋: 逢星期五或該週最後一個上課日)

- 為免細菌傳播，凡幼兒嘔吐、遺便、尿濕

之衣服或床鋪用品，均會以膠袋封好發還



疾病處理

- 衛生署指引

退燒後兩天才可上學

傳染病必須出示醫生紙証明才可上學

- 期望每個幼兒都是健康上學，不會代餵服藥物

- 加強清潔 (1:49漂白水消毒)

- 配戴口罩，隔離觀察

- 獨立廁所，避免共用設施

- 通知家長傳染病情況 ( 通告/sms/網頁)



保持溝通

- 告事假或病假(9:30AM前致電) 

- 致電查詢幼兒的情況

(12:45PM-2:00PM或4:00PM後)

- 家長通訊/手冊/便條/家長留言表

- 本園網頁 https://kmccc.sjs.org.hk/

- 上學時間老師需專注崗位或照顧幼兒，

家長如有需要請填寫留言表或
於校網留言板(MEMO SYSTEM)留言。



其他

-培養幼兒「自己的事自己做」，請由家長協

助或幼兒自行完成。例如:穿外套、刨鉛筆、

抹鼻涕等。

-不會代轉交任何物品或禮物予其他家長或幼兒。

生日會不需帶生日蛋糕或禮物。

-到達校園後勿貼蚊貼。

-如對本園的行政及校務有任何疑問，

歡迎向本園查詢!



接送須知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00至下午6:00

星期六 上午8:00至下午1:00

延長時間服務:星期一至五下午6:00至下午7:00

星期六 下午1:00至下午2:00

放學時間：星期一至五 下午4:00開始

星期六 中午12:00時開始

放學時段分流措施:

學前班至高班：下午4:30-5:30 (4/F)

學前班至高班：下午5:30後 (3/F)

-若幼兒在其他時間回園或離園，必須預先通知本
園及到所屬樓層登記。
-如幼兒因事需定期早退，可向校務處索取「早退
通知書」，填妥後交回本園。



日程安排

- 早上九時作出廣播祈禱，全園早禱及課程將會展開，
家長亦需離開本園。

- 遲到之幼兒會在手冊蓋上「遲到」印章，並需於
門外等候，直至早禱完畢。

- 為避免侵犯個人私隱，請勿在本園內進行攝影。

時間 地點 適用班別

8:00AM-8:30AM 3樓 嬰兒班至高班

8:30AM-9:00AM

3樓(嬰兒班) 
4樓(低班及高班)

5樓(學前班及幼兒班)
嬰兒班至高班



-假期：除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本園亦有指定之

學校假期，請詳閱本園「行事曆」。

-家長接送幼兒必須由十八歲以上成人，憑本園所

發出之接送證依時接送。

-若家長因事需由其他人士接送幼兒，需先將接送

人之資料通知本園，屆時接送人需出示身份證明

文件核對身份。



-每位幼兒會有兩張接送證及一套體溫卡，

-如有遺失，請以書面形式補領。

-如安排褓姆車接送幼兒，家長需緊密地與

褓姆車負責人溝通。

-如因任何事故不乘搭褓姆車上學或放學，

必須直接通知本園及褓姆車司機。



天氣情況



除下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之安排  

 

星期 

      

星期一至五 （十二時三十分前除下）及 

星期六   （十時前除下） 

星期一至五 （十二時三十分後除下）及 

星期六   （十時後除下） 

本園開放情況 兩小時後，照常開放， 暫停課程 停止開放，暫停課程 

 

請謹記每天出門上學前留意天氣消息!

媬姆車服務
1. 如早上幼兒乘媬姆車回園後，天文台發出三號

強風訊號，當日媬姆車服務如常。
2.如早上幼兒乘媬姆車回園後，天文台發出八號
強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訊號，當日媬姆車服務暫停。

3.如早上天文台發出三號強風訊號，教育局宣
佈幼稚園停課，當日媬姆車服務暫停。



學費及退學手續

- 於每月一號以自動轉賬繳付學費及膳食費，
例如：轉賬日為公眾假期，則延後一天。

- 如成功以自動轉賬繳付學費及膳食費，將會透過
電郵方式發出正式電子收據。

-幼兒退學，必須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本園，
否則須繳交一個月學費作代通知金。

-幼兒需於該月最後一天退學，才可獲發該月的
評估表。



饋贈

-為持守廉潔，及與家長保持良好的專業工

作關係，避免作任何形式之饋贈，鼓勵家長

以書信形式表揚教職員之工作表現。



個人儀表



校服式樣

-逢星期一、三、五須穿著運動服

-逢星期二、四穿著校服

-凡幼兒之物品必須寫上幼兒姓名，以資識別

(包括:校服、白鞋、毛巾、學習褲等) 

穿著整齊校服回校： 

校服(夏季) 白短袖恤衫、藍色短褲或裙褲、白色冷氣外套 

校服(冬季) 橙色長袖上衣、藍色長褲、深藍色校褸 

襪 白色長或短襪 

鞋  純白色魔術貼運動鞋 

 



校服公司
2019

夏季校服訂購資料

• 男生恤衫
• 短校褲
• Bow呔

• 女生恤衫
• 短裙褲
• 領花

• 運動服 • 白外套

冬季校服訂購資料

• 長袖運動服 • 校褸



我們的校服

小
童
軍

夏
季
校
服

冬
季
校
服

(K3適用)



- 請注意內衣褲之款式及尺寸

(穿著白恤衫時內衣必須為純白色背心)

-書包匙扣只限一個

-女孩子頭飾最多兩隻髮夾及橡筋，注意飾物安全

-切勿讓幼兒帶飾物或金錢回園

-需紮辮的女孩子，請自備膠梳一把

-請每天將小手帕放於幼兒褲/裙袋(毛巾不宜太大及太厚)

(因疫情關係，幼兒在園內會使用紙巾抹手、嘴巴及鼻)

-請每天清潔和消毒口罩暫存盒，並於翌日帶回園

-請每天在書包內存放1個環保袋，以便盛載污衣

-請用密實袋存放5個口罩、2塊退熱貼，並於袋上寫上幼兒姓名，

存放園內作備用

-學前班幼兒請用密實袋存放20片尿片，存放於本園內，並每星期

補添足夠數量(每條尿片須寫幼兒姓名)

-嬰兒班至高班的幼兒，自備環保膠水樽



入學手續
- 辦理20/21年度上學期書簿雜費及其他入學事項：

請家長於15/6/2020至23/6/202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

二時，帶備7張空白支票及現金到本園3樓校務處辦理繳費

手續，及領取幼兒教育小冊子、入學文件、自動轉帳申請

表。

- 本園有少量舊校服可供免費領取，每位幼兒限取一套。



入學手續
11/7/2020或之前交回本園

1. 電子版學生相(整齊夏季恤衫系列)
電子版可電郵至 fckmccc@sjs.org.hk 或以光碟遞交

2. 學生相10張(整齊夏季恤衫系列)親自交回或郵寄
3. 自動轉賬申請表正本交回所屬銀行，副本交回本園

31/7/2020或之前交回本園
1. 健康記錄(N至K3舊生已交除外)
2. 新學期家長會回條(將於7月中寄出)
3. 其他入學文件

• 允許園方提供之葯物同意書 • 攝錄同意書

• 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 • 私隱條例同意書

• 家長須知 • 發放學費及膳食費正式收據填寫電郵

• 接受醫療護理同意及授權書 • 健康記錄

mailto:fckmccc@sjs.org.hk


課程及活動



綜合教學
綜合教學透過「體能與健康」、「語文」、「幼
兒數學」、「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
和「藝術與創意」六個學習範疇來落實。運用生
活化的學習主題，貼近幼兒的日常經驗、認知和
興趣，為幼兒提供綜合而整全的學習經歷，有利
幼兒學習。



體能與健康
幼兒透過多元化的體能活動，讓不同年齡階段
的幼兒發展強壯的體魄，建立對參與體能活動
的興趣，並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
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語文發展
幼兒在豐富及真實的語文環境中，接觸不同類
別的語文材料，將聽、說、讀、寫經驗自然融
入日常教學的情境中，培養幼兒學習語文的興
趣和良好的態度。此外，幼兒透過遊戲學習英
語和普通話，能幫助幼兒建立早期英語及普通
話的概念並奠定基礎。



幼兒數學
幼兒透過營造生活化的學習情境及提供適合幼
兒學習的實物和教具，讓幼兒發現數學與生活
的關係，鼓勵幼兒以數學概念解決日常生活的
實際問題。



大自然與生活
幼兒進行多元化的感官探索活動，發展和延續
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幫助他們掌握尋找知識的
方法，並培育尊重、欣賞和珍惜身邊環境和大
自然的價值觀和態度。



個人與群體
幼兒透過善用課堂活動、自然環境及社區資源，
讓幼兒從真實和生活化的情境中學習與別人和
睦共處、尊重和關愛他人，並幫助幼兒了解自
己，認識在不同群體中應有的態度和行為，掌
握與人相處的基本技巧。



藝術與創意
幼兒進行多元化和富趣味的藝術創作、展示和
欣賞活動，讓幼兒以視覺、聽覺、觸覺和身體
動態等，抒發情感和表達意念，發揮和培養幼
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發展終身學習的態度，
並促進人格的正面發展。



專題研習
在專題研習的過程中，幼兒透過觀察、討論、
探究、實驗、記錄等，加深幼兒對主題的了解，
家長亦可透過協助幼兒搜集資料，豐富幼兒的
學習歷程。



評估模式
本園採用「持續評估」模式，透過持續的觀察、
記錄和回饋，讓家長從主題評估表、幼兒相片
觀察記錄、總結性評估表及校園生活相片，從
而了解子女的學習及發展情況。



EVI網上學習平台



幼兒教育小冊子
家長須知、新生適應備忘錄、綜合教學家長
指引、科學小冊子、音體藝小冊子、宗教及
情意小冊子、專題研習家長指引、學前兒童
行為問題管教手冊。



學校活動





參與活動 / 家長義工

-請填妥通告後將回條部份撕下，並放入通告套交回班老師

-在限期前交回回條，逾期交回當作不參加

-如活動需繳交費用，請準確預備所需金額，以減少找續

-通告的上款請留在家中參考，並請謹記活動資料及內容，
例如:活動日期、集合時間、參與人數等
(建議使用相機、智能手機拍下有關資料)

-若家長以義工身份協助活動，請帶義工名牌及注意崗位
的工作內容

-為專心進行義工工作，請勿帶同其他子女、親友一同
出席



通告套

功課套

每學年會贈送功課套及通告套各一個予每位幼兒，
如有遺失或損壞，可自行外出補購。



家課/ 課堂用品

-鼓勵家長協助搜集主題資料

-請每天檢查手冊(留意家課內容及題目)、執拾功課套

-書包、功課套必需每天帶回家中

-督促子女完成家課及準時交回

-必需留意家課內容及題目

-功課套只放當日所需用品

-保持個人物品、校服、課本等的清潔

-請妥善保管在本園借閱回家的圖書，請勿弄污、

損毀或遺失



活動預告
2020-2021年度新學年家長會
15-8-2020 (六) 下午 (待定)

2020-2021年度開學日
1-9-2020 (二)



活動預告
- 24/10/2020(待定) ：親子秋季旅行

- 12/12/2020(待定) ：親子聖誕慶祝會

- 8/2/2021(待定) ：聯校親子運動會



- 1-9-2020至3-9-2020開學首3日新生幼兒
需由家長陪同進入課室，上學時間為1小時

- 4-9-2020起家長無需陪同幼兒進入課室，
上學時間請參考稍後派發的「新生適應時
間表」

- 在適應學校生活上，幼兒會有個別的差異，
老師會因應幼兒不同的需要，適當地修改
適應時間表，歡迎家長與老師密切地溝通

新生適應期安排



褓姆車查詢

[車仔屋汽車貿易公司 ]

• 黃太 ( 9 1 7 4 4 1 1 1 )

• 浩仔哥哥(90619060)

• 雯姨姨 (9739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