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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主題 地點 講者 

家長團契 逢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晚上 9:00-10:00 ) 

短講、分享、祈禱 
*歡迎有興趣之家長參加。 

Zoom 
(如欲參與者請與 
明楷叔叔聯絡) 

廖明楷弟兄 
(多馬堂宣教主任) 

週中查經班 逢星期三 
(上午 11:30-12:30) 

研讀聖經 
*歡迎對信仰有興趣之人士參加。 

聖多馬堂二樓 

潔貞室 

何錦添牧師、 

廖明楷弟兄 

主日崇拜 逢星期日 
(上午 10:30-12:00) 

崇拜、信息分享 
*歡迎對信仰有興趣之人士參加。 

多馬堂聖堂 
(巴域街 43 號) 

多馬堂 

兒崇天地 
及主日學 

逢星期日 
(上午 10:30-12:00) 

崇拜、信息分享 
*歡迎 3-12 歲孩童參加。 

多馬堂地下 106 室 
(巴域街 43 號) 

多馬堂肢體 

「愛康園」活動概況、聖多馬堂活動預告……………………………………  頁 1 

主任的話……………………………………………………………………………   頁 2 

多馬團隊、多馬喜悅、多馬新成員介紹……………………………………   頁３-5 

「愛康園」專題……………………………………………………………………   頁 6 

各組成長印記…………………………………………………………..………… 頁 7-10 

安健資訊、活動回顧…………………………………………………………… 頁 11-14 

家長心聲…………………………………………………………………………… 頁 15-18 

SQS 資訊、家長意見欄………………………………………………………… 頁 19 

 

 

 活動報告 

1. 「抱仔走火警(日託)」已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舉行。 (相片請參閱頁 11) 

2. 「嬰兒按摩實務課程 2021」已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相片請參閱頁 13) 

3.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9-10 月)」已於 2021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 (相片請參閱頁 12) 

4. 「家長會」已於 202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舉行，多謝家長的踴躍參與。(相片請參閱頁 14)  

假期預告 

1.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為教師發展日，本中心休息一天，11 月 13 日(星期六)如常服務。 

2. 聖誕節假期及中心工程為 202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至 12 月 31 日(星期五)，元旦假期為 2022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 

１月 3 日(星期一) 如常服務。 

活動預告（如因應疫情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1. 多馬 Daddy Mammy 會(一)及義工聚會：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 

2.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11-12 月)」：2021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 

3. 「感恩歡渡聖誕日」：202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4. 「個別家長會」：2022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及 1 月 22 日(星期六) 。 

5. 多馬 Daddy Mammy 會(二)之「虎虎生威迎新春」：2022 年 1 月 29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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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麗怡 中心主任 

不經不覺，我們面對疫情也快將兩年了，這段時間，同事與家

長之間也是佩戴口罩相處，雖然彼此看不到面容，但卻無阻我們建

立親切友好的關係。因為彼此尊重、友愛，常常保持緊密的互動和

聯繫，令大家成為孩子成長中最合拍的夥伴。 

我們一直堅守「愛康園」為服務理念，按嬰幼兒的需要，讓

他們每天都能享受愉快和充實的日程。這幾年間，我們更推行「繽

紛五天計劃」，亦成為聖多馬培育孩子全面發展的特色。當中包括 

過去，這五天歡樂的安排一直深受家長和幼

兒的支持和喜愛，儘管受到「2019 冠狀病毒病」

的影響，部份活動需暫停，但我們仍努力試行用其

他方法，既可保持社交距離，又能讓各家長參與的

形式，就如家長會、家長學堂、多馬 Daddy Mammy

會及節日抽獎聯誼等…也改以 ZOOM 視像舉行，

而部份親子活動亦會因應家長需要及人流管制，以

實體和視像同步進行，務求每個家長也可參加， 

     感謝各家長的體諒和配合，讓我們各活動得以順利推行；同時感恩遇上一班有心、有使命、充滿

愛的同事，常為我散發智慧的光，在艱難的日子中，大家互勉，一同渡過每個風浪，衷心一句：「感恩

有你！」 

Green Monday(星期一)，讓孩子親身接觸及品嚐各種新鮮的蔬菜瓜果，減低偏食，同時亦參與由老師

以循環物料製作的遊戲活動，增進對學習的興趣；Helpful Tuesday(星期二)，鼓勵孩子關顧身邊的 

 同伴和幼小，以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照顧他人，將愛傳送，

為自己可做到的倍加信心；Friendly Wednesday(星期三)，透

過「融洽相處天」活動，孩子間發揮鷹架學習，使其能力得

到最大可能發展，亦從中學會友愛、合作和遵守規則，提升

他們社交的技巧；Religious Thursday(星期四)，中心為孩子

安排不同的詩歌欣賞，亦設有宗教課堂，有故事分享和小小

話劇，而主任及老師會為各孩子送上祝福語，使他們在基督

的愛內常存感恩和平安；Relaxing Friday(星期五)，大組及 

N 班孩子可以走出校園，在廣闊的球場上進行各種集體遊戲，提升活力，對紓緩情緒也有一定的 

幫助。 

中心網頁亦會定期上載有關各組的教學和遊戲，讓家長在家也可與孩子作親子互動，珍惜與孩子相聚

的時刻。雖然我們的改動獲得家長的認同，但有些家長也反映希望中心能儘快恢復過往舉行的實體活

動，經過各同事商討後，為保障大家安全和健康，部份活動只要家長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或於活動前

5 日出示認可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是可如期舉行的，大家的心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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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主任 

黃港梅 

在此特別感謝機構的信任，曾主任的提攜，以及同事們對我的支持，讓我在工作中更添動力。

日後，我會與主任為聖多馬創作更多的新思維，為嬰幼兒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感恩在天父的帶領下，讓我於由 2005 年開始加入聖多馬，轉

瞬間已 16 年了。回望過去擔任老師的工作，每天都相當充

實，與每一位寶寶的一點一滴仍然歷歷在目，他們和我相處

的每一刻更是珍貴、喜悦和難忘。 

 

在本年 6 月開始，我有了新的轉變，在上司的信任下，我晉

升助理主任一職，主要工作是協助主任處理行政事務，亦可

繼續參與帶領寶寶學習和照顧的支援，能常常親近每一位寶

寶，繼續給予愛與關懷，是我工作最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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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組蔡老師，今年七月起加入聖多馬的大家庭。雖然只

是短短幾個月，但與寶寶們已建立親密的關係，看到他們牙

牙學言、舉步向前、常常依偎我身旁，令我的工作增添不少

滿足感。我很高興能見證他們成長的里程，看到寶寶每天的

努力和進步。 

蔡雅欣老師 

大家好我是小惠老師，很高興能加入聖多馬家庭。我熱愛這份工

作和愛錫每位幼兒，今年能與大組幼兒一起相處，看到他們開心

返學、和同伴一起做早操、玩遊戲、學習等，大家都很快適應了

大組日程，令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滿足。著名發展心理及哲學學家

皮亞傑也曾提及 0-2 歲的嬰兒期的認知發展是處於感覺動作期階

段，嬰幼兒多以使用感官為主的遊戲，因此我會按孩子的發展需

要，努力提供一個可探索的環境，讓他們在遊戲中學習，並希望

每位幼兒都能在充滿愛的環境下健康愉快地成長。 

黃小惠老師 

大家好！我是 N 班雅怡老師，很高興由 9 月份起加入香港聖公

會聖多馬幼兒中心這個大家庭。我是半職老師，上午主要協助

馮老師進行小組教學工作及帶領唱遊和故事。我對這份工作充

滿熱誠，大家可多與我傾談，對我更多認識！ 

梁雅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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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延展服務的翁老師，很開心能夠加入聖多馬這個大

家庭，這裏上上下下的同事也都會為著小朋友的身心健康及各方

面發展而非常用心，很感恩能在這裏和她們一起見證和陪伴每一

位孩子的成長！ 

翁柳靜老師 

各位家長和小朋友你們好！我是 N 班馮淑賢老師，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已經很多年了，由於要照

顧家庭，無奈辭退前機構的工作，直至孩子升上中學，我可抽身重投這行業，當時我選擇了聖多馬半

職幼兒工作員，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更獲主任的信任和賞識，轉為全職幼兒工作員，與孩子有更多的

相處時候，為他們提供更全面的培育和教學。 

 

我是一位在職媽媽，雖然女兒已漸漸長大，但在工作中常讓我回想起她嬰幼兒時期，所以我很珍惜

和每位孩子相處的時間，亦會細心觀察他們的需要，作出適切的協助和教導，讓他們開心快樂成長。 

 

嬰兒期是很短暫，過了便追不回，所以我會鼓勵各位家長在這個階段盡量付出更多的時間陪伴孩

子，珍惜每一刻相處的時光，讓他們感受被愛，從而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歡迎各位家長與我一起分享

照顧孩子的生活點滴！彼此互勉！ 

大家好，我是行政助理莫玉儀姑娘，喜歡行山、跑步、

看書。願主祝福聖多馬的每一個幼兒，在家長和全體

教職員的悉心培育下，健康、快樂地成長！ 

莫玉儀行政助理 

馮淑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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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藉：Manual for Infant Massage Instructors by Vimala McClure 
(founder of the IAIM) and the IAIM Circle of Trainers 
 

觸覺是人類最大的器官，也是人與世界最重要、最主要的連結媒介。著名的人類學家艾敘利孟塔谷

(Dr.Ashley Montagu)寫道：「人類沒有撫觸就無法存活下去，撫觸是基本的行為需求。」有健康的撫

觸，嬰兒不只能活下去，還會茁壯成長。嬰兒按摩確實對寶寶和家長都有莫大的益處，是增進親子

關係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更是建立親密感的文化傳統。細組、中組、大組和 N 班家長，記得每天替

你的寶寶進行簡單輕柔的按摩吧！ 

按摩對寶寶的

益處 

紓緩 

-可以幫助脹氣及腹絞

痛、便秘和排泄、肌

肉緊張、觸覺敏感及

肌膚的柔軟度 

-減低肌肉緊張、長牙

期的不適 

 

刺激 

-系統包括:循環、消化、荷爾
蒙、免疫，淋巴、神經、呼
吸、前庭(協調和平衡) 

-改善學習能力、肌肉發展
和張力 

-感覺統合、神經元的連結 
互動 

-和父母的早期接觸 

-促進親密感、安全的

依附關係 

-個別的優質時光 

-感受到愛和尊重 

-運用所有的感官 

-語言及非語言的溝通 

放鬆 

-放鬆 (可經以下結果

來證明): 

-睡眠模式的改善、肌

肉收縮能力的改善、

增強的靈活度及正面

的休息時間 

-較平靜 

-較少過敏症、過動 

按摩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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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開始，歡迎 18 位可愛的小寶寶加入細組大

家庭。在嬰兒的成長歷程中，小寶寶每一天都有著很大

的變化，還要經歷許多許多的第一次。對父母來說，真

是每天都充滿不同的挑戰及驚喜。 

由嬰兒出生至三個月，會注視著爸媽的臉，手腳亂

動，甚至會無意識地咧嘴微笑。這是寶寶最初的交際形

式，也是寶寶與人進行情感交流的起點。當寶寶的第一

次微笑時，爸媽可以微笑著對他講話作回應，還可以利

用各種色彩鮮豔的玩具引逗寶寶，讓他心情愉快。 

    寶寶四至七個月，咿咿呀呀地叫個不停，表情豐富。

當聽到寶寶的第一次發聲或說出第一個字時，家長可把

握時機與寶寶做發聲遊戲：當他咿呀亂叫或咯咯大笑時，

爸媽可重複或模仿，以激起寶寶更大的興趣，令他繼續

嘗試發聲。     

踏入八至十二個月大時，嬰兒的活動能力開始增加，

寶寶逐漸活動自如，總愛探索周圍環境。當看到寶寶第

一次愈爬愈遠，父母應營造安全而有趣的家居環境，避

免發生意外。如能讓寶寶多探索、多嘗試和解決問題，能

啟發他的潛能，令他更富自信和冒險精神。期待看到各

位寶寶的成長，見證你們很多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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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歡迎一班可愛的寶寶升上中組這個大家庭！相比起以往在細組的時候，中組會多了課程培

育和探索機會，面對新環境和新班主任，對他們來說，這一切都是轉變和挑戰！ 

由開學至今，已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大部份的幼兒都已適應了中組的日程。老師為著幼兒成長需

要，在培育學習方面，增添了更多自理元素，例如：讓他們開始嘗試握杯喝水和握匙進食，以提升自我

照顧的能力。在課堂中，幼兒整體的常規紀律已漸漸進步，專注能力也逐步加強，老師在講故事時幼兒

都能專心聆聽，值得讚賞！在大肌肉活動時間，老師會多引導幼兒操作手推車向前行，以及玩交叉爬行

遊戲，過程中，他們均玩得非常投入，能藉此提升四肢協調技巧。 

學習和遊戲是幼兒成長的「好朋友」，中心會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及氣氛，以讓幼兒從中探索、愉

快學習。同時，家長可於日常與老師分享幼兒在家中的表現和習性，讓老師能更加了解和親近幼兒，成

為幼兒的另一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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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12 位可愛的小寶貝升上大組，新的環境讓幼兒感到好奇和有趣，

每天都很投入探索課室角落，在學校，幼兒會學習不同的知識，例如：

透過感官培育、融洽相處天等活動，建立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從而提

升自信心。在自理能力方面，老師會多製造機會讓幼兒擔任「小助手」，

讓他們自己動手做，例如：派發水杯、收拾餐具、玩具等自理學習，

雖然開始時需要多花點時間練習，但當孩子能夠成功完成，便會有很

大的滿足感，這樣才更有動力主動學習，因此，建議家長當幼兒能完

成任務後，不妨給孩子一個鼓勵或者擁抱，使他為下一次的表現更加

努力。此外，我們派發了「親子遊戲冊」，鼓勵家長在家多與幼兒進

行親子活動，藉此增進親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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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寶寶長大了，升讀 N 班進入另一個學習

階段，開心的是幼兒的語言表達力能大大提升，多了

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會說：「我要食呢啲！」「我要

玩呢樣！」但是表達更多的可能是：「我唔要啊！」、

「唔好！」當孩子進入「Trouble two」的階段，他們

好像有很大的轉變，明明只是兩歲多的小朋友，但可

能已經進入第一次的反叛期，變得固執與堅持！跟

他說道理似懂非懂，讓家長們感到苦惱，然而這也是

孩子成長的必經階段。 

在學校，幼兒會學習表達自己的感受，例如：老

師會教導他們用說話表達需要，慢慢他們便會明白

成人的要求，雖然他們升上 N 班只是一個多月的時

間，但是他們都很自豪能夠成為中心的大哥哥、大姐

姐，他們現正學習排隊輪候、自行收拾物品、把物件

分類存放(如手冊、水樽、書包的個人物品)，以及與

同伴分享玩具，此外，老師亦會常常欣賞幼兒的進

步，每當他們聽到老師的稱讚都會表現出甜甜的笑

容呢！因此家長們不要吝嗇你們的讚賞和鼓勵，多

耐心聆聽幼兒的需要，多引導他們說出來自己感受，

這樣便會很快向「Trouble two」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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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仔走火警」 

中心定期進行「抱仔走

火警」，模擬發生火警

時，儘快攜同嬰幼兒到

指定戶外地點集合。 

積極參與職安健活動 

曾麗怡主任、黃港梅助理主任及何佩欣

老師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出席由職安

局及勞工處合辦的「職安健常識問答比

賽 2021」，雖然未能進入準決賽，但各

人在準備比賽的過程中均獲得不少職

安健知識呢！ 

1.______ 2.______ 3.______ 

4.______ 5.______ 6.______ 

A.消防栓   B.滅火氈   C.滅火沙   D.消防喉轆 

E.二氧化碳氣體式滅火筒   F.緊急照明燈 

看一看下列的消防設備，請填上正確的名稱。 答案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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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知多 D」答案 

1. B  2. A  3. D  4. F   5. C  6. E 

9-10 月份 

遊戲教室暨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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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小組家長會」，班

老師向家長講解嬰幼兒

在中心的學習表現及所

需注意的事項，藉此加深

家長了解孩子情況，並在

家配合和協助指導，彼此

互相分享孩子的成長。 

 

    家長會(全體及小組) 
在「全體家長會」透過曾麗怡主任

服務回顧與展望，介紹中心課程；

黃港梅助理主任介紹安健事項，讓

家長更清晰了解中心的年度計劃。

而活動中，家長與各教職員一起跳

「多馬開心健腦操」及做健腦操四

式，中心亦為各家長播放孩子在中

心的生活片段，令場面温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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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彥燊剛入園時，面對陌生環境，心情難免緊張起伏，經常要哭，賴著老師。 

但慢慢地日子久了，回到家中，我們都開始感受到彥燊有所不同。情緒化的他開始懂得控制

自己的情緒，會自己吃飯飲水，玩畢玩具會樂於收拾。當老師發來觀課影片及學習報告，我

們都很驚訝，他很享受上課，聽故事時很投入愉快，而且有不同的反應給老師。雖然他還未

懂得說話，但跳舞動作是如此熟練。後來升大組，他會自己揹書包，自動自覺地自己拿著水

樽口罩，一個箭步興奮地步入學校課室。 

我們由衷地感謝聖多馬愛康園各老師及人員，特別是 2020/2021 年度中組的何老師、卓老

師和珮琪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和照顧。老師不厭其煩地跟我們通電話，跟進彥燊的各方面發

展，同時提供了不少豐富的育兒知識給我們，讓我們能在家配合學校的教學育兒模式，也令

我們很放心彥燊在聖多馬學習。特別感謝社工及何老師為彥燊發展方面需要跟進的地方及時

提供了寶貴建議。而過去一年成為爸爸媽媽會的幹事，使我能更了解學校的運作及參與孩子

在學校的活動，作為家長，十分感謝各位及學校給與的機會。 

最後，我們要比原定計劃提早離開聖多馬，實在十分不捨，但我們很感謝聖多馬帶給我們及

孩子寶貴的時光。祝各位在未來日子都身體健康，各寶貝愉快成長，有緣再聚！ 

 

 

 

 

 

 

 

                                                                 黃彥燊爸媽 

 

 

 

 

相信和彥燊一樣，我們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寫下這篇家

長心聲。我們的孩子彥燊，雖然在聖多馬只有短短不足一

年的時間，但這一段美好又珍貴的時光，將會在孩子的回

憶深處繼續默默發光，正面地塑造他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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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有計劃的媽媽，當我得知懷孕的那一刻，便已經遞交聖多馬的入學申請表。感恩

最後我們獲得聖多馬的取錄。 

我仍然記得第一天送晴晴返聖多馬的忐忑不安，不知道晴晴會否習慣。時光飛逝，晴晴在

聖多馬老師及工友的悉心照顧下，已經由一個手抱只會哭的小 BB 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會笑、

會跳更會表達自己的小女孩。由當初要把她手抱交如聖多馬老師到今天看見她每天蹦蹦跳

跳上學去，還在學校認識不同的朋友，愈來愈願意說話分享、更愈來愈獨立，令我覺得當

天把她送入聖多馬的決定並沒有錯。 

晴晴是一個害羞的小朋友，感謝曾主任及每一位老師對她的鼓勵，令她勇於走出第一步，

嘗試不同的挑戰。在這兩年多，謝謝曾主任、老師及蘇姑娘對晴晴及我們一家的支援及分

享，你們每一個鼓勵都是我們的動力。在你們的鼓勵分享下，我們愈來愈掌握照顧晴晴的

技巧，令晴晴更進步。 

晴晴在學校經歷了不少第一次，第一次學校旅行、第一次聖誕聯歡、第一次家長會。每一

次的活動，我都感受到老師用心的準備及每個小朋友開心幸福的笑容。你們辛苦的準備照

亮了每個寄托家庭的生活。有時我會覺得聖多馬的老師們都是會魔法的，你們的魔法令 

晴晴開心快樂地成長，在她人生的初段留下幸福的印記。願你們的魔法繼續照亮其他 BB。

我們會記得曾主任及每一位老師。 

鄭詩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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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希臨出世時香港正值經歷第一波疫情。在囡囡四個月大的時候，收到聖多馬通知可以後補入

讀，當時心情真是喜憂參半。育嬰院全時間提供的照顧，無疑對雙職家長的我們一家最好的支援；

但又擔心嬰兒太小，防疫和衛生的問題存在一定風險。在禱告下，我們相信這是 神賜的最好安排，

於是決定讓希臨入讀聖多馬。 

 

眨眼間，希臨在聖多馬已經有一年半的日子。 

看著她每天愉快上學，我們便明白聖多馬是讓女兒感到安心的地方。 

隨著希臨一天天成長，我們看見她的說話能力、自理能力、表達能力等等，各方面發展都有顯著進

步。這些都有賴聖多馬各位老師和工友的悉心照顧和教導。 

 

雖然日常育兒似是簡單又微小的工作，但其實當中付出的時間和心力是無法估計。感謝 神在看似

微小的事上依然賜下滿滿的保守與祝福，也感謝聖多馬為我們一家作出最大支援。 

 

希臨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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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主任、所有老師、校工姐姐等等對我孩子陳妍安的關愛及照顧。雖然時間不

是很長，大約一年時間，但我完全感受到學校對學童的愛心。 

 

陳妍安由一歲開始入學，最初是手抱嬰兒，什麼也不認識，到現在她已經兩歲了。因

為我們要搬家，所以妍安要離開學校了，真的非常不捨。 

 

多謝學校及所有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妍安現在已擁有很多自理能力，而且進步良多，

無論學習或其他各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現在她還懂得聽從指示，跟著去做不同的指

令。 

 

老師們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為老師們會不斷跟家長有互動

的溝通，會提醒我孩子的性格及情緒有變化時，應該如何教導她。 

縱使我已經是三個小朋友的媽媽，但原來不是三個小朋友都可以用相同的教育方法，

因為三個小朋友的性格都各有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我經常會致電回校請教老師，老

師們亦非常詳細地解答，尤其是妍安的中組老師；何老師、卓老師及珮琪老師，三位

老師們還非常細心地照顧妍安。 

 

最後祝願老師們桃李天下，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孩子的明天會因為有你們的教育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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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將於收到意見後三個工作天內聯絡閣下， 

並於二十個工作天內回覆閣下有關意見之跟進。 

 

 

 

   幼兒姓名：                   家長姓名：             

   組    別：                   日    期：             

各位家長如對本中心運作或家長通訊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至本中心

stdc@skhwc.org.hk 或投放於本中心大堂意見箱。謝謝寶貴意見！ 

督 印 人 ：謝玉鳳 

編輯小組 ：曾麗怡、黃港梅、何佩欣、鄧珮琪 

出版日期 ：2021 年 10 月份（第一版） 

印刷數量 ：30 份  

鳴    謝 ：黃彥燊家長、鄭詩晴家長、鄧希臨家長、陳妍安家長投稿 

（排名不分先後） 

 

 

 

 

 

 

 

 

 

 

 

 

 

 

 

 

 

 

 

 

 

 

 

 

 

 

 

 

 

 

 

 

 

 

SQS 1 ------服務資料 
 服務宗旨：為出生至三歲之嬰兒(日間幼兒中心)、六歲以下幼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供全

日制或半日制的日間照顧及教育服務。各單位秉承基督愛人的精神，為幼兒提供適切的教 

和活動，以一個安全的、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培育幼兒良好生活習慣及態度，並讓他們

在生理、情緒、社交、語言及智能等各方面得以均衡發展。 

                            資料提供〈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品質系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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