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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教育主日特刊  

青草地幼稚園  

梁麗珊校長  

學校辦學理念及課程規劃  

    本園金巴崙長老會青草地幼稚園位於東涌市中心。學

校本着發揚基督的愛和關懷精神，讓兒童健康愉快地成長；

本園並重視從小建立幼兒良好的品格及生活習慣，以啟發兒

童全人的發展。校方會因應兒童的發展階段能力、需要及興

趣設計課程活動，並採用多元化的遊戲教學，讓師生透過討

論、角色扮演、遊戲探索、參觀體驗、音、體、美藝、普通

話、英語拼音及品格實踐等活動，建立兒童主動積極的學習

態度，共同探索和發現。本校重視兒童在品格方面的培育，

並配合家校品格實踐活動及正向情緒表達實踐活動，以陶造

幼兒建立良好的品格及生命價值。  

家校共同抗疫  

    相信今年對於學校、家長和學生都是非常具挑戰性的

一年，香港和世界各地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已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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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的時間，大家都積極地學習和適應疫情帶來的新常態。

很感恩疫情漸趨穩定，學校能讓學生逐步恢復回校面授課堂

活動，可以陪伴幼兒一起快樂地學習，並能與畢業同學度過

幼稚園的階段，讓孩子們愉快圓滿地升讀小學。  

    在逆境中，我們看見各級孩子的適應、協調和解難能

力都很強，很快便適應不同的學習模式及學校生活日程，而

且還很享受學習的過程和群體互動。很欣賞他們積極樂觀面

對逆境的能力和態度，充滿著無比的生命力和樂於學習的態

度，是我們成人學習的良好榜樣，在孩子身上我們可以學習

到主動、熱誠、勇敢、忍耐和隨時待命等不同的優良品格。  

    從孩子的優良品格和態度正體現了家庭和學校的愛心培

育與家校合作精神，本園重視以幼兒為中心，尊重和接納每

位幼兒，堅守以發揚基督的愛和關懷精神的教育理念培育幼

兒，啟發幼兒學習不同的知識和聖經真理，奠定幼兒良好的

品格，深信定能讓孩子終身受用。這正是青草地幼稚園與家

長一直所認同和持守的教育目標。  

家校合作，致力發展家長教育工作  

    本園一直重視家校合作及致力發展家長教育工作，在

疫情期間積極在學校和家庭兩方面推行多元化的家校活動。

透過支援各位家長與幼兒在疫情停止面授課堂期間在家中學

習，除定時安排家長到校領取家課外，並提供各級網上視像

互動學習和教學影片等支援，老師經常致電關心和慰問家長

和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並鼓勵各位家長與孩子們一同收

看抗疫花絮影片和敎學影片，善用校方提供的網上學習支援

並留意校方在內聯網發放的通告。此外，本園並透過網上形

式舉辦實時家長講座及家長小組活動；以發放影片推動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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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實踐活動、兒童崇拜、聖誕慶祝會及節慶等活動，亦重

視支援及教育家長如何管教幼兒及處理幼兒的情緒，因此駐

校社工持續為各級舉辦情緒親子小組活動，以幫助家長在家

中照顧子女學習和處理情緒。  

    家校保持著密切的溝通，一同携手合作，培育幼兒在疫

情期間，仍能成位一位充滿生命力、喜樂、勇敢、自信的孩

子，並能對學習和生活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建立面對逆境

的能力。   

感恩與展望    

持續鞏固視覺藝術活動發展，培養幼兒的美感、想像和創作。 

    過去一年我們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  —  內地與香港教

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在交流老師的指導下，一起研習視覺藝

術範疇的專業知識和教學技巧、共同備課、進行教學面授實

踐活動及拍攝影片模擬教學，並於活動後檢討成效及分享教

學的心得，大家均獲益良多，視覺藝術素養都大大提升了，

也對幼兒階段的視覺藝術課程及活動設計有更清晰及明確的

目標和方向，並且提升了老師團隊對藝術活動的教學效能及

幼兒對參與視覺藝術活動的興趣，有助培養幼兒在美感、想

像和創意等情意發展。  

    本園會持續鞏固發展視覺藝術活動校本課程，提供機會

讓幼兒參與不同形式的藝術活動，以體驗藝術帶來的樂趣。

同時會透過舉辦多元化的藝術活動，例如：親子藝術創作比

賽、校園寫生體驗活動、創設校園環境的改造等，有助提升

校園的藝術氛圍，以擴闊幼兒的藝術視野，提升幼兒對視覺

藝術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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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老師培訓，以支援學童學習，創設優良的學習環境和優質教育 

  本園重視支援學童多元化的學習，按校情需要增聘支援老

師在恆常課堂活動，加強照顧孩子的多元化學習和校園適

應。本園亦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培訓，參加教育局及不同專

業機構舉辦的到校支援計劃，並鼓勵員工參與不同的進修培

訓，增強同事間彼此的交流互動和溝通，鼓勵互相交流專業

的知識及教學技巧，以吸取新的知識和技能，刺激她們的內

在潛能，發揮創新的教學意念，有助支援學童多元化的學習

及身心均衡發展與成長。  

   期盼在神的帶領下，青草地幼稚園能持續邁進優質教育的

里程，培育孩子的全人發展，創設更優質的多元化課程活動

和學習環境，陪伴孩子一起學習、經歷和成長，在社會上發

揮正能量，榮神益人 ! 

 

耀道小學  

新常態下的耀小，仍然感恩  

鍾頴欣校長  

耀道小學在剛過去的七月，繼續在有限聚令和配戴口罩的

情況下，圓滿為第廿一屆畢業生舉行畢業典禮。每年在畢業

禮中，都會由校長作校務報告，回顧一年學校的生活。今年

大部份時間同學都在家上網課，實體活動取消，曾擔心沒有

甚麼可以報告﹗  但當我們整理這一年的片段時，竟然發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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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沒有缺乏，更比以前豐富﹗  這全是上帝對耀小的祝福，給

予我們一班愛小孩、積極投入的老師和職工，和支持學校的

家長們。﹙大家可以在文章下方點擊收看我們本年度的校務報

告﹚  

另一個值得我們感恩的事，是在 2020 年 11 月 28 日，學

校順利舉行二十周年校慶感恩見證禮暨新設施獻呈禮。當天

由創校校監余達心牧師主禮，余牧師再次提醒我們教會在天

水圍建立學校的目的，肯定我們的工作，一同數算主的恩典。

回望過去耀小在這社區，慢慢被家長認同，更開始有耀小畢

業生加入耀小大家庭服務，亦有耀小畢業生的子女入讀，實

在是天父滿滿的祝福。 (大家可以在文章下方點擊收看校慶短

片及當天花絮片段 )  

面對整個香港的變化，全港適齡學生再度下降，移民潮，

教學的新常態等，學校實在面對很大的挑戰。但我們仍相信

上帝的計劃往往是奇妙的。祂要我們經歷和見證祂無論任何

境況也已經為我們預備。大家請繼續記念耀小，叫我們不論

任何竟況，仍然心存盼望，每日數算主恩，堅守上帝托付我

們的使命，「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 22:6」，陪伴耀小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一起渡過。  

 

耀小 20-21 校務報告片段 

 

 

 

 

 



6 

 

耀小 20 周年校慶花絮 

 

 

 

 

 

 

耀小 20 週年校慶短片 

 

 

 

耀道中學  

柳子權校長  

20-21 學年香港社會疫情持續，學校正常學習秩序也不斷

被影響，學生雖然能進行學習活動，但全年學校也無法全日

上課，只能在網課及半日上課之間不斷交替。學校的學習活

動，學生不能回校，而大部份要取消。  

但學校發展仍然持續，去年學校向教育局採電學社提交

「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援計劃」的申請，已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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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批准並於 2020 年 12 月完成安裝工程，現在學校太陽能系

統的發電的功率是 10KW，能同時推動 10 部一匹的冷氣機，

每小時約產生 50 元的電力，預計每年收入是 $48,750。今年學

校再向教育局採電學社提交「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

支援計劃」第二期的申請，預計完成後，學校太陽能系統的

發電的功率是 20KW，能同時推動 20 部一匹的冷氣機，每小

時約產生 80 元的電力，預計每年收入是 $77,964。  

感謝天父，一直帶領和保守，今年中學文憑試學生的成

績，表現實在令人滿意，今年文憑試及格率為 80%，及格率

超過七成以上的科目共 84% ，升讀大學學生人數為 28 人 (29

%)，元朗耀中由 11-12 年度開始參加中學文憑試，在核心四

科及最佳五科一直維持正增值的成績，這代表學校在過去七

年的努力成果，能持續不斷地進步，我們充滿感激，願榮耀

歸給   神。  

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些年間  神的恩典眷佑，我們希望能在

香港這個動盪的日子中，與大家一同攜手，學習忍耐堅持，

期望在全體老師和家長的通力合作下，能夠培育出一批懂得

看重自己、肯定自己、關懷別人、具正確價值觀、勇於面對

挑戰、樂於承擔責任和積極面對人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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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代禱事項 

青草地幼稚園  

1.  求主祝福高班的畢業同學，他們 9 月剛升上小學了，讓他

們能及早適應及享受小學的校園生活  。  

2.  願把青草地幼稚園每位學生和家長帶到神的施恩座前，求

主保守及看顧他們的家庭，有因疫情影響而導至失業或有

經濟困難的，求神充充足足的供應他們的需要，並讓他們

在暑假的期間，身心靈充滿喜樂和平安，能有正面的態度

和力量面對抗疫的生活。  

3.  新學年開始了，求天父的靈要與每位教職員同在，讓新同

事能盡快適應本園工作環境，使我們的團隊有合一和火熱

的心，為新學年的各樣事務有充份的預備，發揮才能。   

4. 求主保守讓疫情快快退去，期盼學生能順利開學，能持續

回校學習，求天父保守及帶領，讓新學年一切的準備工作

和流程均順利，能適切支援家長及師生，讓師生享受在青

草地幼稚園美好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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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道小學  

1.  求天父賜智慧給全校教職員，於新常態下仍心存喜樂平

安，能靈活應對工作的需要。  

2.  求天父賜智慧和耐性給家長們，讓他們在教養子女時能滿

有能力和滿足。  

3.  求天父保守在 9 月底的 22/23 年度 (下年度 )小一收生，為

耀道小學預備學生。  

 

 

由於學校部份開支未能完全由學校帳支取，盼望弟兄姊妹能

在奉獻上支持小學。預算如下：  

 

2021/2022 耀道小學奉獻儲備基金支出預算表  

津貼項目  金額  備註  

集隊操場冷氣  $90,000 

於集隊操場安裝冷

氣不是學校標準設

備，但政府已批核

並會圍封相關有蓋

地點，唯不包括所

有冷氣設備開支  

校董會獎學金  $9,000  

總計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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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道中學  

1.  香港新冠狀肺炎的疫情反覆， 2021 年 9 月開學後只能半

日課堂形式進行，學校正統計接受注射疫苗的師生數目，

祈求天父保守香港疫情能盡快受控，也願師生能盡快恢復

全日課堂形式上課。  

2.  本年度部份跨境學生全年也沒有回到學校上課，請為他們

代禱，期望他們能盡快回到學校，也期望他們能對學校有

歸屬感，能適應將來在學校的生活。  

3.  本年度離職的老師較多，因此新入職的老師也較多，請為

他們代禱，期望他們能盡快適應學校工作環境，與學校

有更美好的合作。  

4.  過去一年中學課程有很多的改動，老師需要為新課程作很

多準備，祈求天父保守耀中老師，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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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報告事項 

 

區會教育事工財務報告 

2020年 

1-12月 

上年結餘 

(HK$) 

收入  

(HK$) 

支出  

(HK$) 

內部轉數 

(HK$) 

累積結餘 

(HK$) 

教育基金 1,384,645.64 111,571.04 (48,634.80) (89,623.29) 1,357,958.59 

中學儲備 

基金 
401,093.74 2,403.27 (30,500.00) 0.00 372,997.01 

小學儲備 

基金 
(29,623.29) 7,000.06 (52,642.00) 89,623.29 14,358.06 

 

 

2021 年 

累積結餘 

(HK$) 

本年度預算支出 

 (HK$) 

截止 30/6/21 現收  

(HK$) 

教育基金 1,357,958.59 182,000 41,486.14 

中學儲備基金 372,997.01  30,000 1,001.52 

小學儲備基金  14,358.06  12,000 5,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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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式：  

1. 以自動轉賬方式存入「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戶口，請向堂會索取

及填寫自動轉賬表格，並交回所屬堂會轉交區會跟進。  

2. 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可經所屬堂會轉

寄區會。  

3. 奉獻至所屬堂會，請註明代轉至「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  

4. 奉獻時請註明姓名、聯絡電郵或電話，並註明支持以上那個項目。如

沒有註明則歸入區會教育基金。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 章 6 節) 

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製作 8/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