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鄭嘉儀校長！我喜歡小朋友和小動物；我鍾意五顏六色；我愛吃蔬

果及海鮮；我經常聽收音機、看電影和閱讀；我要常感恩、常喜樂，珍惜生命每分每

秒，關愛地球、家人和朋友；我會持續學習，擴闊視野，促進身、心、靈的成長。 我持

有的學歷有教育碩士、幼兒教育學士、幼稚園校長証書、行政人員証書（職場衝突與調

解）、戲劇研習文憑、特殊幼兒工作証書、兒童及青少年體適能教練証書、急救証書、設

計証書、外遊領隊及導遊証書、安全健康督導員（社會服務）綜合證書。 我曾參與澳

門、番禺、廣州、深圳、上海和台灣的幼兒教育訪學團，以持續提升專業和領導才能，

優化「校本課程」。旅程中有機會參觀各具特色的幼稚園、職業專業學校和華東師範大學

等，期間亦進行多場的研討會、分享會及講座，甚至安排專家赴港指導，這對反思和規

劃幼教改革有莫大的裨益。 我也曾應邀帶領團隊參與一連串推廣教學課程的活動，並作

主講嘉賓，例如：「創意科學實驗原來好簡單」工作坊、「2013 動感學與教博覽──科學

活動玩玩玩法」和「生活學習套澳門發佈會──科學課堂實踐經驗分享」。期後，更推出

「教師資源手冊：小小科學家──小實驗大發現」與大家分享成果。 

 



 

 

 

我是首年加入聖雅各福群會幼稚園的二級行政主任 Gloria，我很喜歡小朋友，之

前覺得小學生已經十分可愛，但當看到就讀幼稚園 / 幼兒中心的幼兒時，覺得他

們更加可愛 ! 對於每天都看到幼兒愉快的笑容，真的感到很開心 ! 也希望這一年

能與同事們合作愉快 ! 

我十分榮幸地於曾被邀請成為「CNOPE 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推廣及宣傳小組成員」，以及於 

2012 至 2017 年被選為「CCSN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執行委員」，致力為幼教爭取福利，向政府倡議幼教

之政策和發展方向。此外，我亦應邀成為 VTC 校友事務組的「Young Alumni Protégé 計劃」及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 （沙田）幼兒教育及社服務系同學會「愛承傳友師計劃」。期間，我曾參與資訊日，為「人本專業

發展前路講座」及「幼兒教育就業講座」作主講嘉賓，希望能帶領新入職或未入職的學弟學妹，以自己的經

歷協助後輩在這行業中發展。本園的基礎和架構得以穩固，全賴業界對本園的認同，各家長對校長、主任和

教職員的信任，我才能夠有機會為幼教出一分力。 我投入幼兒教育工作多年，期間曾任職特殊幼兒工作員，

在幼教路上實在有無限的感言：時代巨輪急速前進，幼教改革的浪潮洶湧翻騰，擁有使命感的我們自強不

息，與時並進，在萬變的歷程中，全靠上主的保守，播下恩典的種子，我們憑著信心和毅力，悉心栽種，為

幼兒的褔祉默默耕耘，令幼教充滿盼望和憧憬。 

 



 

大家好，我是李安琪主任！ 轉眼間，我在幼稚園行業已工作了接近 20 年，在這些年間，

對幼兒教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當初加入聖雅各福群會的大家庭時，首先是於寶翠園幼

稚園服務，之後於 2013 年 9 月才正式在麥潔蓮幼稚園服務。無論地區有所不同，但對服

務幼兒的一顆心是不變的。我完成了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後，再修讀了幼稚園校長證書

課程，提升自我對幼兒教育的專業知識。課餘時亦有修讀「小童軍」課程、「小蜜蜂」課

程、特殊需要幼兒講座、聖約翰救傷會急救證書課程、烹飪課程等等。我平日除了熱愛工

作外，也十分喜歡各類型的戶外活動，如：潛水、露營、游泳、燒烤等…… 我希望能夠將

我的熱誠感染麥潔蓮幼稚園的每位幼兒、每位家長、每位教職員。同時亦感謝各位家長對

本園的支持和鼓勵，發揮家校協作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伍雨文主任！ 由於喜歡和孩子一起玩耍，一起學習，所以當初十分堅定地選擇當幼師成

為自己的職業。除了已完成學前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外，因為我的興趣十分廣泛，所以也選擇了修

讀普通話、小童軍、幼兒體適能、藝術、音樂及烹飪課程等。 以往在麥潔蓮幼稚園，主要負責教學的

工作。不過，今年開始會接受新挑戰，嘗試做一些行政及課程支援的工作。而我每天都抱著興奮、緊

張及期待的心情來到校園，就像孩子般經過一天的學習後，對接觸到新事物，感覺獲益良多。在此謝

謝所有麥潔蓮幼稚園的同事、家長、幼兒，因為有你們，所以推動我要更努力，做得更好！  



 
 

不經不覺間從事幼兒工作已十數年。我已修畢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課程，現正進修「6A 品格

教育」講師資格。另外，我亦很喜歡美術方面的活動，享受欣賞不同的藝術展覽及進行創

作。除了美術方面，我也喜歡音樂，舞蹈及話劇。我喜歡把藝術融入教育，培養幼兒的創意

思維，帶領他們用藝術表達自己和欣賞世界。 

我十分喜歡和小朋友在一起，喜歡聽聽他們的心聲，從小朋友的分享中可發現「童心」及

「童話」是如何的寶貴！ 

 
 

在修畢英文學士學位後我從事過一些與文字相關的職業，後來在天父的帶領下投身了幼兒教育，並

修畢了教育碩士、幼兒教育文憑、廣播節目主持及製作專業證書等，現正進修「6A 品格教育」講

師資格。 

多年的幼兒工作讓我接觸到很多不同國籍、文化的幼兒，每個孩子都是可愛而獨一無二的，而他們

都同樣給了我愛和希望的感覺。我喜歡跟他們一同遊戲，更喜歡和他們傾談，融入他們的心境，了

解他們的感受，帶領他們一同進步。我希望孩子們在學校除了能得到知識外，更重要是讓他們學到

自信、愛人愛己及認識天父。  

 



 

 

 

很高興能夠加入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堅尼地道）這個大家庭。我於早前已修畢香港

教育學院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盼能透過課程中所學以及過往的教學經驗為幼兒帶來一段多采多

姿的學習旅程，使他們能在愉快和關愛的環境中成長、進步。 此外，閒時的我很喜歡到外地旅遊，除了

能欣賞世界各地的怡人景色外，更能親身體驗和接觸當地的生活文化，每一次的經歷都為我帶來非常難

忘的回憶！因此，我相信幼兒除了在學校裡或從教科書中學習知識外，空餘的時間亦可多到戶外走走，

親近大自然、接觸小動物，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豐富幼兒的生活經驗，同時更能讓幼兒增強社交能力及建

立良好的自信心呢！ 

 
 

 

很高興能加入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大家庭，讓我有機會實踐教學理念和夢想。對我而言，能每

天與幼兒分享有趣故事、唱唱兒歌、跑跑跳跳都是最幸福的時間，幼兒一張張的可愛笑臉就是我每天

教學最大的回饋。當我看到幼兒每天成長及進步，都令我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期待幼兒在我的引領

下能愉快學習，並成為勇於探索、積極自主的學習者。同時，我也在成長和學習，希望繼續在我專業

領域下進修，讓自己有更豐富的教學知識教育每位幼兒。 

 



 

 

 

 

很高興能加入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同年亦修畢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人生是無止

境的學習，學習路途或許崎嶇難走、經歷無數失敗，深信培養幼兒永不放棄的精神乃是學習成

功的起點。 

眼見幼兒一天一天地長大，知識寶庫一點一點地增長，老師願意帶著明燈，堅守「捧著一顆心

來，不帶半根草去。（陶行知）」的信念，引領每位獨特的幼兒帶著笑臉學習，勇敢走往前方。 

 

 

2016 年對於我而言是一個充滿挑戰和新鮮感的一年，因為我的居住環境和工作地點都有所

改變。故此我要適應在灣仔區生活，如果你們在街上碰見我，可以過來和我這位新鄰居打個

招呼。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我已在幼兒教育界服務了十多年了，這段期間我在不同範疇

的機構服務，得到的除了是教學經驗外還有學懂怎樣做一個稱職的教師，希望這些經驗能幫

助到我在麥潔蓮幼稚園繼續發展吧。 

 



 

 

 

 

 

很高興能加入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我喜歡到世界各地旅遊，並參考不同國家的教學特點，

希望能豐富自己的教學方式。我亦喜歡閱讀和寫書法，歡迎大家和我一同分享和交流心得！ 

我喜歡和幼兒相處，伴著他們一同遊戲、歡笑和學習，看著他們日復一日的成長，是一份無與倫

比的快樂及經歷。在此我會努力讓每一位幼兒在充滿愛和笑聲的環境下學習，以生命影響生命。 

 

 

麥潔蓮幼稚園猶如一個小社會，有著不同氣質的幼兒，有愛護同伴的你；有天資聰敏的她；更

有好動的他。在這大家庭裡，幼兒可學會包容不同性格的同伴，和諧地相處，幫助他人。 

很感恩，能在這裡與一眾好同工及幼兒共同成長，接受新挑戰。很感激各家長在這些年來的支

持及鼓勵，讓我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很高興能成為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這個大家庭的一員。感激在這裡能遇

到一班友善的同事，她們給予的關愛和幫助讓我感受到家的溫暖。 

每天與幼兒們的互動，看著他／她們掛著笑臉回到幼稚園裡，投入到活動之中，一天一

天的成長和進步都讓我感到滿足。期望在任教期間，能與同事和家長緊密合作，讓幼兒

能愉快學習，全面發展。 

 

 

我很高興可以成為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的一份子，能教導小朋友一步一步學習令

我很有滿足感，見證著他們的進步、成長使我十分感動，他們的每一張笑臉為我帶來動

力。在未來的日子會盡我所能令小朋友在愉快的環境中學習。 



 

 

 

我的英文名叫 Kay，今年是第二年在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幼兒中心擔任幼兒班老師。我

很喜歡和小朋友相處時的感覺，他們的一句單純的話 語，可 愛 的 笑 容 及 一 個 純 真 的 動 作，

都 會 令 我 及 其 他 老 師 發 出 會 心 微笑。期盼在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充滿愛與溫暖的大家庭裡，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自信又快樂地學習，並且成為一位隨時懂得感恩，也樂於助人的好孩子！ 

 

 

從最初踏進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的第一天開始，到完成了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至今，已在幼兒教育界裡工作了二十多個年頭。投身幼兒教育工作多年，到現在我仍很喜歡和孩子相

處時的感覺，孩子們一句單純的話語、一張可愛的笑臉、一個純真的動作，都很容易令我得到溫暖又

滿足的感覺。特別在 2012 年 2 月 9 日那天，我當了第一任母親後，令我更明白到每一個孩子都是獨

一無二的寶貝，孩子們的潛能是無窮的，需要我們去發掘及引導。現在我已經是兩位小女孩的母親，

期望自己仍能帶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與孩子們一同開心地學習及快樂地成長，並且希望每一位小朋友

也成為樂於助人的好孩子！  

 



 

 

 

 

在麥潔蓮幼稚園已工作了 20 多個年頭，見證著一班又一班的幼兒，健康快樂地成長，十分

感恩。   

Childhood is not a race to see how quickly a child can read, write and count . 

Childhood is a small window of time to learn and develop at the pace which is right 

for each individual child.  --Magda Gerber   

 

 

今年非常幸運地能加入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我能在此感到同儕的關愛、快樂的氣氛。 

我投身幼兒教育界第五年了，亦於早兩年取得了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因為世界不斷進步，惟有

終身學習，裝備自己，才能令幼兒得到更好的學習與成長。因為我相信教育工作者最快樂的莫

過於看見學生在自己的影響下有正面的成長和轉變 。 

而我認為「幼兒教育」除了為幼兒帶來知識上的學習外，更是一個春風化雨的心靈培育過程，

所以我亦非常重視幼兒的品行和待人接物的態度。最後，希望每位孩子都能在這個愉快的環境

下得到「靈」、「德」、「智」、「體」、「群」及「美」的培育，並與我一起共同成長。 

 



  

 

 

我喜歡動物，也喜歡到不同的地方旅遊，增廣見聞！  

今年是我第三年加入麥潔蓮這個大家庭，現正修讀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課程，豐富自己在幼兒教育

方面的知識，希望能將更好的帶給小朋友！ 每天和小朋友相處，看著他們一天一天的成長，真的

有一種莫名奇妙的滿足感， 縱然在這成長路上會有不同的挑戰，我也會與小朋友一一跨過！ 

教育從不是一件 簡單易事，如何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每位老師的人生功課。來吧！一起努力 

 

 

我很高興能加入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這裡真是孩子的快樂校園。我喜歡藝術創作，認為

藝術是生活的一部份，因而修畢視覺藝術教育的副學士，希望能夠讓小朋友學會欣賞事物美好

的一面。現時亦正在教育大學修讀幼兒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以提升在教學上的知識。 

能夠與小朋友一同成長，一同分享生活點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我們老師

的使命，我會堅守學與教的信念，教導每一位小朋友。 

 



  

 

 

大家好，我是楊秋妹老師。我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已有一段長時間，亦已完成幼兒教育學士學

位課程和取得特殊幼兒教育證書。本人曾任教各個年齡的幼兒，很開心今年度能加入麥潔蓮

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希望教導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幼兒，願主帶領我與幼兒同行。 

 

 

在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渡過了多少個歲月！她見証了我人生最重要 的時光──由少女至做

了別人的媽媽，由普通幼師變成兼收老師，由普通幼師證書變成了完成學前教育學士學位，同時

修畢特殊教育文憑；同樣地，我亦和幼稚園經歷了她最重要的變改！  

由以前堅尼地道那間歷史悠久的校舍，至搬到李節街的臨時校舍，再回到 以往舊址──一間全新

又大又寬敞的校舍展現在眼前，服務變得更多元化，由以往服務為主演變至教育與服務雙軌並

行。在多年的教學裡，我陪著幼兒行人生最重要的四年，他們除了為我帶來無盡的歡樂，亦豐富

了我的教學經驗，冀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除了以自己所學的用於幼兒，透過家校合作讓幼兒的

進步更上一層樓。 

 



 

 

 

 

 

很高興能夠加入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我很喜歡旅遊、喜歡到處搜尋美味的甜品、 

喜歡搜羅好玩益智的玩具，與我的幼兒一同分享遊戲。我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已有十多年了，因為喜歡 

與幼兒相處，成為了幼稚園教師，期間不斷進修，完成了幼兒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及特殊教育証書。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體會到每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潛能，每個都有其特獨的優點和可愛之處。我希望能夠

把我的所學及以往的教學經驗幫助每位幼兒，提升及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能在充滿主愛的環境下茁

壯成長。 

  

 

好開心今年能夠加入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這個大家庭! 

每一位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尊重孩子的個別差異，甚至進而能夠欣賞個別差異的可

貴，所以我十分享受每天與孩子的相處，他們常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想法，在教學過程中

與孩子一起發掘不同的知識，實在很有意思。 

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與同工和家長以愛建立互信的關係，一起教導可愛的孩子。 

 



 

 

 

我好高興能夠在新的一年成為聖雅各群會麥潔蓮幼兒中心的一分子，在這個大家庭裡，

感受到同事之間的團結友愛，小朋友愉快學習的氣氛。我熱愛 生 活，平 常 在 放 假 的 

時 候，喜 歡 看 書 和 到 公 園 玩。在 香 港 繁 華 的 生 活中，往往忽略了香港有很多美

麗的環境。我認為香港公園是一個適合親子旅行的好去處，讓小朋友親近大自然。而我

覺得學校能夠提供綠化的資源讓小朋友參與，從而認識到要愛護我們的環境。  

 



 

 

 

 

 

Hello! My name is Stefano. I am an experienced English Teacher. 

I enjoy listening to music and playing football in my leisure time. 

I love children and I hope to inspire my students in the same way I was 

inspired by my teacher! 

 

 

很榮幸來到聖雅各福群會麥潔蓮幼稚園，與聰明可愛的小朋友學習。我很享受教學的過

程，孩子們能夠快樂地唱歌和說出普通話句子，見面也會禮貌的問好打招呼，真是高興極

了。 



 

 

 

 

 

陳芷靖（Eunice Chan），乃《織織團》及《二次坊》創辦人之一，從事工作坊導師 4 年，

教學內容包括手工藝、扎染、兒童繪畫、環保創作、編織、種植藝術等多元化項目：近年更

主力推崇環保手作，教育不同年齡階層，把創作融匯於生活中，讓大家容易掌握和製作。 

 

 

吳志華(治娃哥哥)  Ng Chi Wah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戲學院，主修表演。憑著《偽善者》獲得戲劇學院 2007-2008 傑出演員獎。 

曾獲之獎學金有 2006-2007 年度成龍慈善基金獎學金、2006-2007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 -- 香港與內地

學生交流獎學金、2007-2008 演藝學院友誼社獎學金以及 2007-2008 戲劇學院最佳演出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