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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浸信會 
2021 年 9 月 12 日教育事工分享 

 
一. 教育事工之組織架構 …………..…(早堂)黃霍以薇姊妹、(午堂)陳炳祥弟兄 

  
 1. 教育部之職責 (2017 年 6 月新修訂之《組織及治會章程附則》)  

  1. 釐定及執行本會辦學宗旨，推動基督教教育。  

  2. 策劃教育事工，考慮開辦幼稚園、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  
  3. 根據《教育條例》及教育局之相關指引，負責管理本

會各屬校，並制定本會各屬校之〈學校管理手冊〉。 

 

  4. 因應其監管角色，連同正副部長在內，不能超過半數
教育部部員同時兼任同一屬校校董。而屬校校董會主

席及校監為當然列席者。 

 

  5. 審核各屬校的財政預算及財務報告表，監控財務上的運作。  
  6. 與管業事務部合作處理本會各屬校的裝修工程事宜。  
  
 2. 2021 年教育部成員  
  部 長： 陳炳祥弟兄  

  副部長： 盧石三弟兄  

  部 員： 陳志威弟兄 陸陳翠珍姊妹 黃霍以薇姊妹  
   鄺蔡碧蕊姊妹    
  
 3.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1-22 年度)  
  主 席： 彭陳敏儀姊妹  

  校 監： 曾惠安執事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盧石三弟兄 張景維弟兄  
   陸陳翠珍姊妹 陳鄧寶珠姊妹 劉玉英姊妹  

   丁李麗芳師母    
  
 4.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校董會成員 (2021-22 年度)  

  主 席： 鄧裕南執事  

  校 監： 關家輝執事  
  校 董： 陳炳祥弟兄 盧石三弟兄 曾惠安執事  

   胡偉恩執事 黃霍以薇姊妹 黃林美潔師母  
  
 5. 辦學宗旨  
  以基督的愛辦學，藉此將福音廣傳，並在校園內栽培學生在

信仰上成長，又協助家長在信仰上栽培其子女。藉著基督教
教育乃是全人教育，期望在真理下成長，學童能建立正確的
生命觀、人生觀及價值觀。本校致力培養幼兒的學習興趣，
啟發幼兒的潛能，並培養幼兒「靈、德、智、體、群、美、」
六育均衡的發展，讓學童在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環境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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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學使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  
  

二. 本會屬下幼稚園校務活動簡報  

 1.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1966 年創校)………………………… 朱婉君校長 

  1. 學校及課程特色：  
   a. 秉承本會辦學宗旨及使命，培育學生在聖經基礎上，

認識基督教信仰，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在

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上有均衡的發展，締造
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致力推動以基督「信、望、愛」精神，「以兒童為

本」，全面推行「基督教全人」，透過校本設計《五
自素質生命教育》課程，培育學生學習《自我管理、

自我學習》的能力，包括自愛、自理、自主、自律和

自學，培養學生對生命的熱愛，建立正面積極的生
命觀、人生觀及價值觀。 

 

   c. 本校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重視培養一個專業

的教師團隊，積極推動關愛文化。 

 

   d. 積極推動以「兒童為本」的專題教學，融入美藝、音

樂及戲劇活動，促進幼兒潛能的發展。 

 

   e. 致力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升學生的全人發展。  
   f. 重視「家長教育」及提升家校合作之效能，從而幫助

家長協助子女學習，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及全人發展。 

 

  
  2. 2021-2022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以「基督教全人教育」作為課程核心，以兒童為本

的教學策略推展《五自素質生命教育》校本課程。

透過專題研習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增強學生的表達能力、培養學生藝術的情操和建立

自信心，讓學生開心愉快健康地成長，提升學生自

主自發的學習興趣。 

 

   b. 建立良好的教職員團隊，提升教職員對學校歸屬感，

增強中層人員的領導能力，提升校內員工的協調，

和諧工作。 

 

   c. 提供一個共融的學習環境，以「基督的愛」及以「學

生為本」，尊重學生的個別發展及差異 加強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及支援家庭、家長之身心需要，
從而幫助家長協助子女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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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1-2022 學生人數：  

   開設14班，全日班有7班，人數為103人；上午班有
7 班，人數為72 人，全校學生合共175 人。教職員人

數：校長連教職員人數共有 28 人，包括全職外藉英文

老師及普通話專科老師各一名，以加強學生兩文三語的
能力。 

 

  
  4. 2020-2021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宗教課堂：教導學生聖經中的真理，學習用詩歌讚

美天父，亦透過背誦金句，熟讀神的話語。 

 

   b. 宗教活動週暨教會假期聖經班：在2021年7月13
日(二)至7 月17 日(六)舉行，透過教會聖經班主題

「BIG BIG HERO」為設計藍本，與學生進行一連5

天校本宗教活動週，讓學生認識聖經真理，學習「自
愛」，認識上帝、愛人愛己。 

 

   c. 五自親子Playgroup活動：在2021年7月12日

(一)至7 月16 日(五)舉行，藉著堂校合作，促進彼
此溝通及協作，透過五自親子Playgroup活動宣廣

學生及家長福音工作。 

 

   家長  
   a. 家長學堂：上、下學期共17堂，平均出席人數約12

人。當中為畢業家長於課堂完結後，舉辦「家長學

堂畢業禮」，以示鼓勵。 

 

   b. 家長聚會：透過 ZOOM 進行，藉生活化主題引入

福音元素，讓家長認識福音。平均出席家長15人。 

 

   c. 家長聖經通訊-父母篇：每月一次。宗教主任與家長
分享聖經話語，如何從聖經中學習教養子女，以及

刊登教會資訊。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每月舉行一次，內容包括：建立團隊、學

習聖經、培養屬靈品格等，彼此建立更屬靈的關係。 

 

   b. 教職員早會：為學校、學生、家長、教職員禱告，亦
會安排教職員負責帶領唱詩、靈修、分享及祈禱，

讓神帶領新一天的工作。 

 

   c. 教職員代禱板、心思思分享表，讓教職員互相關心，
一起代禱。 

 

   d. 學校小天使：讓教職員彼此關懷，激發愛心，勉勵

行善，默默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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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2000 年創校)………………………… 陳少玲校長 

  1. 學校特色：  
   a. 讓幼兒實踐基督的精神，認識基督教信仰，從中學

習「信、望、愛」，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品德，

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上有均衡的發
展，締造一個健康、積極和愉快的學習校園。 

 

   b.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

鼓勵幼兒勇於探索、主動發現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c. 富有教學經驗的團隊，提供一個群策群力，團隊和

諧的關愛校園。 

 

   d. 培育幼兒成為一個禮貌待人、善於溝通、富創造力、
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的孩子。 

 

  
  2. 課程特色：  

   a. 兒童為本的課程：藉基督教教育宗旨實踐全人教
育，並依據《幼稚園教育指引》(2017)課程指引，

以「兒童為本」課程核心價值訂立課程內容。 

 

   b. 多元學習模式：透過主題學習、繪本設計活動、自
選活動、藝術教學、體適能、英普全方位學習及到

校講座等多元學習模式，更會走出課室到戶外參

觀，讓幼兒從親身體驗及動手操作的過程中學習。 

 

   c. 自由遊戲課程：讓幼兒從自由遊戲中學習，營造一

個自由、具自主參與、不約束的環境下進行遊戲學

習。另採用高廣度教學法，透過策劃、推行及評估
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讓幼兒與同伴討論及回饋從

遊戲中發展的創意及解難能力，以建立自信心，促

進全人的發展。 

 

  
  3. 2021-2022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a. 學校關注事項：  

    1. 透過繪本教學及宗教教育，培育幼兒主動探索、
樂於表達及敢於創造的能力，配合基督教的教

育使命，達致「仁愛、喜樂、和平、感恩、珍惜」

五個行為目標，建立良好的行為及全人發展。(本
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93,000 推行「不一樣

的生命」計劃) 

 

    2. 本校持續優化校本遊戲學習課程，並積極推行
自由遊戲，如：「FUN PLAY FRIDAY」、「喜

閱童遊」等，透過多元化的遊戲，提升幼兒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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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能力。(本年申請由香港大學舉辦的「勤

溝通、戲有益」活動，推動學校遊戲學習課程。) 
   b. 其他學校發展活動：  

    1. 專科英普課程：增加英語的教學時數，外籍英語

老師及普通話老師以遊戲及生活化分享故事，提
供自然語境，讓兒童在兩文三語的環境下學習。 

 

    2. 藝術課程：學校配合藝術教育推行校本「藝術課

程」及校園「藝術走廊」，學生自我發揮及創作，
發展藝術潛能。上年度已舉行「童畫藝術作品展

覽」，展現學生藝術的成果。 

 

    3. 韓國資優培育數學邏輯教具：韓國資優培育數
學邏輯策略性教具(ORDA)及多元化的桌上遊

戲，讓學生運用五感作為學習媒介，刺激邏輯思

維發展，提升群性的發展。 

 

  
  4. 2021-2022 學生人數：  

   開設8班，全日班有5班，人數為61人；上午班有3班，

人數為31 人，全校學生合共92 人。教職員人數：校長
連教職員人數共有15人，包括全職2名外藉英文老師及

普通話1名專科老師，以加強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5. 2020-2021 學年校園福音事工報告：  
   學生  

   a. 宗教課堂活動，每週透過聖經故事、唱詩、背誦金

句等，教導幼兒天父的真理及話語。在疫情期間，
以網上影片及zoom教學，讓幼兒在家中仍然可親

親天父，認識真理。 

 

   b. 聖經朗誦節約有 11 位學生參與，從中認識及實踐
天父的話語。 

 

   c. 學校持續推行「諾樂小天使」及「愛心小天使行動」

計劃，以建立幼兒良好的品德，此活動平均有80個
家庭參與。 

 

   d. 聖誕節親子活動因疫情影響，以錄製影片與家庭分

享，內容：唱詩、祝福、信息、聖景劇和遊戲等，
共有36個家庭收看。 

 

   e. 2021 年 7 月 12-16 日舉行假期聖經班，主題為

「天父奇光」，共49人參與，當中43人信主。 

 

   f. 2021年3月26日舉行復活節慶祝會，包括：耶穌

復活影片、救恩信息及尋蛋活動等，讓幼兒明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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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救恩，信主人數為：高班34人、低班34人及

幼兒班17人(共85位)。 
   g. 教育主日、幼稚園書攤、親子報佳音等活動，因疫

情影響取消。 

 

  
   家長  
   a. 因疫情影響未能進行定期探訪，故宗教老師以每天

早上及放學慰問家長，更以 Whatsapp 群組及電

話關心家長的需要，並邀請家長一同禱告，感恩低
班李晉嘉父親於個別關懷時決志信主。 

 

   b. 2021 年 7 月 13-15 日教會舉辦普拉提運動體驗

班，藉運動教學向家長傳福音，共4位家長參與。 

 

   c. 學校鼓勵家長參加教會的聚會及活動，於2021年

7月22-23日教會在粉嶺浸會園舉辦親子福音營，

因疫情只提供４個升小一家庭，其中家長及幼兒共
10人及導師4人(共14人)。 

 

  
   教職員  

   a. 教師團契及祈禱會分每年４次教師團契、每星期1次
祈禱會及每年2次同工生日會，包括：團隊建立、彼

此關愛及互相守望，培養屬靈的品格及鞏固信仰。 

 

   b. 每年舉行一次聯校教師退修日，因疫情影響取消。  
   c. 藉關愛小天使行動在不同的特別日子，如：聖誕節、

母親節等送上小禮物及祝福，讓教職員感受關愛，

彼此建立友誼。 

 

   d. 何校教職員及何浸會牧聚餐，互相交流、遊戲及詩

歌分享等，藉以感恩神過去一年的保守及感謝團隊

付出的努力。 

 

    
三. 致送禮物(午堂)： 

 1. 長期服務獎………………………………………..曾惠安校監、盧石三副部長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麥嘉惠老師 (五年長期服務獎)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利可兒老師 (五年長期服務獎)  

  
 2. 兩校教職員紀念品………………………………..曾惠安校監、盧石三副部長 

  1.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領獎代表：陳曉樺主任)  

   校長： 朱婉君  

   校務主任： 陳曉樺  

   課程主任： 劉雪芬  

   署理宗教主任： 蔡延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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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老師： 

張惠珊 何詠淇 魏圓昕  

   鄧穎怡 麥嘉惠 梁嘉莉  

   鍾恩慧 朱玉燕 胡玉霞  
   陳彩銀 成韻怡 張嘉華  

   王家慧 劉芬娜 Bi Anisha  

   文書/支援老師: 陳綽芝 盧芷欣   
   會計： 馮靜雯  

   
服務員： 

梁樹琴 黎偉琴 廖玉蓮  

   郭偉莉 伍蓮好   
     
  2. 何文田浸信會幼稚園 (領獎代表：郭凱欣主任)  

   校長： 陳少玲  

   校務主任： 鄭笑萍  

   課程主任： 郭凱欣  

   宗教老師： 余飛蘭  

   
各級老師： 

毛堡雲 陳麗敏 利可兒  
   趙蓮芝 李芊芊 曾志金  

   普通話老師： 胡玲玲  

   
外藉英語老師： 

Mr. Greg Kim  
   Miss Bibi Khaton  

   會計： 何楚燕  

   書記： 龔雅思  
   服務員： 黃友蓮 陳麗萍 沈春霞  
  
 3. 應屆畢業生………….………………………………….…………..丁李麗芳師母 
  
   博士 葉詩雅      

   碩士 鄺煦晴      

   學士 陳恩禧 林悅禮 劉溢晴 楊浩謙 袁浩庭  

   高級文憑 陸太然      

   中學 林悅納 劉柏夆 曾家進 聶佰昂   

   

小學 

陳佑愷 陳廣銘 鄭瑞然 左一妍 松本爽  

   馮子熙 凌浩然 呂穎豪 林佳鑫 林慧璇  

   李鴻鏵 李雍善 羅恩霖 魏偉臻 冼卓嘉  

   曾信熙 曾梓晴 王希言 余炳霖   

   

幼稚園 

歐瑞添 朱逸㬢 劉儆霖 許靖彤 蘇心如  

   譚永希 黃俊燊 黃乙淂 黃恩揚 黃芷柔  

   游凱澄 司徒諾文    
    
四. 為本會教育事工禱告………………………………………………….丁贊鴻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