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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家長：
本年度將延續「自由遊戲」為學校發展計劃，透過幼兒「自
由遊戲」例子分享，簡介幼兒在遊戲中的天性，讓家長進一步認
識「自由遊戲」的物料應用及其遊戲價值。另外《護訊》亦將以
「專注力」為副題，讓家長認識幼兒在專注力上的發展特徵及與
成長的關係，希望透過不同的方法提升幼兒專注力。

2019/20 學年學校報告及 2020/21 學年學校發展計劃

本校於 2019-2020 年度進行了持份者問卷

調查及學校年度自評檢討工作，以檢視學校不同範疇的發展情況，從有關數據反映，家長對自由遊戲有初步認識，亦認
同自由遊戲有助提升幼兒的創造力。停課期間學校推出一系列「FREE PLAY @ HOME」的影片，提供不同玩法予家長
及幼兒在家進行自由遊戲，各持分者對此安排的反應正面，為延續自由遊戲的成效，本年度將持續推行自由遊戲，加強
家校合作，從而提升幼兒創造力。有關上年度的持分者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及新學年的發展計劃如下：

2019-2020 持份者問卷調查結果

(平均值 1-5，5 分為最高分)

2020-2021 年度發展計劃
計劃目標 – 透過持續推行自由遊戲，加強家校合作，從而提升幼兒的創造力。
計劃內容
多元化自由遊戲活動

參觀活動

優化課室角落

家校協作

FREE PLAY

公共自由遊戲區

親子活動

@HOME
本年度延續自由遊戲為學校發展目標，與智樂兒童遊

藉著

戲協會合作，成為「種子學校」。在專業人士帶領下，

向家長提供自由遊戲的活動資訊，讓家長善用不同

讓學校推行自由遊戲時更順暢。同時學校亦善用外間

的資源在家實踐自由遊戲。此外，學校透過不同形式

資源，安排

的

予幼兒，以豐富他們的經驗，

影片、

，例如：邀請家長到校參與自由

如：香港公共圖書館-玩具圖書館、萬象館等。此外，

遊戲的義工活動、駐校社工及智樂兒童遊戲協會舉

學校將持續

辦的家長工作坊、電梯大堂花絮及網上資源分享等，

，於環境設置滲入不同元

素的自由遊戲，善用校內的公共空間，創設

讓家長進一步認識推行自由遊戲的理念及瞭解校內

予幼兒進行班本及混齡的自由遊戲活動，讓幼

推行自由遊戲的情況。冀望透過多元化家校協作的

兒運用多元化物料進行自由遊戲及同儕間互動，從而

活動，進一步延伸自由遊戲至家中，從而提升幼兒的

提升創造力及社交發展。

創造力。

何謂「專注力」？

受疫情影響，學校停課已超過半年，不少家長向老師反映擔心幼兒的專注力
表現下降。專注力是學習的基本條件，能使幼兒投入課堂及聆聽指示做事。因此
今期護訊就專注力的發展特徵及與幼兒成長的關係作分享，提升家長對幼兒專

「專注力」泛指個人持久地完成任
務的能力。兒童除了學習，吃喝玩
樂也需要專注力。
資料來源：香港保護兒童會 《家長教
室：兒童專注力》

注力的瞭解。
每個年齡層的幼兒維持專注力的時間不一，家長可參考下表了解幼兒的專注

常見專注力類型

力發展階段及相關的特徵：

年齡

專注力維持時間及特徵

2-3 歲

- 玩玩具能持續大約 7-9 分鐘
- 聽懂大人的單一指令

3-4 歲

- 活動中能維持大約 10-12 分鐘
- 會主動看著人說話
- 自行探索玩具的不同玩法

4-5 歲

5 歲以上

- 活動中能維持 12-15 分鐘
- 可以安靜聽故事
- 可跟從複雜指令或步驟
- 靜態活動能持續 20 分鐘以上
- 在靜態活動中減少分心的情況
- 不會常因干擾而暫停工作

資料來源：天才領袖感統．情緒教育中心

兒

童

聽覺專注：

持久性專注：

特別留意某種聲音、聆聽講解

持續進行某種活動

專注力的種類
視覺專注：

選擇性專注：

集中觀察某種動作情境或
圖案畫面

進行某種活動而不受其
他事物影響而分心

家長小錦囊：
各年齡層的專注力持續時間及特徵均
有所不同，家長宜按幼兒的能力給予
合適的指示。

《3-6 歲時期，孩子的
專注力比知識更重要》

王 國

數學與生活有緊密的聯繫，根據教育局 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幼兒可於早期發展階段開始以生活化和情境化去學
習數學，逐步培養幼兒主動觀察與數學相關的事物，學習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幼兒數學的學習內容循序漸進，涵蓋不同範疇，
從日常生活和遊戲中進行實物操作才能讓幼兒掌握數學。今期護訊就幼兒數學的發展階段作分享，並以數學範疇「數字與數量」
及「分類」為例，讓家長理解各階段的發展進程，從而提供適切的方法讓幼兒「樂學數學」。

幼兒數學發展階段
2-3 歲：數量啟蒙期
以直覺思考、通過感知掌握物品的數量

3-4 歲：觀察期
觀察事物的形象、有模糊的數字觀念

4-5 歲：比較期
按物品的特性分類、比較生活中的實物

5-6 歲：邏輯概念期
明白較抽象的概念、清楚做事的順序

數字與數量

分類

初步唸讀 1-5

以觸感真實操作將兩種物件分類

源了解更多幼兒數
學的發展階段及特
徵。

透過感知數出 1-2 件物件
初步形成數字與實物間一對一的聯繫

家長可善用這些資

透過觀察將三種物件分類

簡單數出 1-10 的字與量
數字與實物間一對一的聯繫越見穩定

按物件的用途分類(如:文具與餐具)

數學小飛俠

以實物進行 5 以內的組合和分解
按群數數、完成簡單推理題
以圖像化方式進行 10 以內的組合和分解

按海陸空進行分類(如:動物/交通)

天才領袖團隊

 家長小錦囊:幼兒應以簡單和具體的方式學習數學，每次宜集中介紹一個要點，並不宜以單向式的講述和機械化的數學運算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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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樂

今年在疫情的原因下，幼兒的生日
都變得「不一樣」，難以外出慶祝及與

7 月生日

朋友相聚。雖然如此，父母對幼兒的愛
及照顧仍然「不變」。學校亦會派發「生
日工作紙」予當月生日之星，藉此讓幼

譚傑允

羅詩雯

兒記錄成長點滴、學習欣賞自己和別
人的付出，鼓勵幼兒善用不同方法向
父母表達「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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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譚雪盈家長：今年因受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曾言家長：曾言起初非常不喜歡帶口罩，又常把口罩弄

學校有一段日子停課，令我們雙職家長兼任小老師

濕，外出一次需更換三個口罩。在家時經常觀看廣告新

的角色，陪同幼兒面對及解決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聞，他有感而發：「我出街一定會帶口罩，因為我唔想

雪盈是我們家中的幼女，於停課期間她會與姐姐一

隔離 14 日。」。有一次，我們乘坐巴士，我叫他拉下口

同參與網上學習活動，然而亦偶有爭執，所以我們

罩讓鼻子透透氣，然而他聽到巴士廣播，提示乘客戴好

要教導她們學習如何禮讓及分享。除學習課本外，

口罩時，他立刻將口罩帶好，非常懂事。

還要安排她們有活動的時間，她曾嘗試擔任小廚神
的角色，與我們一起製作美味的蛋糕和麵包，從中
要令她體會到做每一件事都要用心去做，才會有成

黃潁嵐家長：相信無人預計抗疫之路會是如此漫長，

果。當中遇到失敗及困難，都要堅持，才會進步。

超過半年沒有上學，潁嵐很掛念老師、姐姐跟同學們，

半年在學習的日子過去，雪盈突然對我說：「我很

慶幸可以透過連線活動和大家見面談天。雖然與校園

想返學啊！我掛住校長、老師和同學們呢！」，我

學習截然不同，但總算跟大家一起學習和相處吧。抗

們真期待復課後與大家見面呢！

疫期間家中變成了混齡 FREE PLAY 場，潁嵐跟姐姐潁
澄發揮了無限創意，把家中變成學校、餐廳、沙灘、

陳思捷家長：疫情持續半年了，爸媽工作變得清閒，
思捷亦不能上學，親子時間因而增加。當我們與思捷
一起自創不同的活動，我發現思捷已慢慢長大，例如，

辦公室、表演舞台、醫院等等，為留家抗疫帶來
不了歡樂。我們一家都很期待可以復課，希望每
一天都可以進入校園！祝大家都身體健康！

我們以「UNO 遊戲咭」與他學習簡單的加數，又有練
習寫數字和訓練小手肌，亦會參考玩具車的車身顏色
創作不同區域的停車場。雖然偶有懶惰，但見思捷能
與我們一起做小練習，各方面亦見進步。另外，思捷
常與我們一起準備每天的食物，如：火腿芝士三文
治、啫喱、壽司等等，從中增加他對不同食物的興趣，
養成珍惜食物的態度。此外，思捷在疫情期間學會踏
單車，自信心大增。希望佢在復課後能繼續學習更多
知識，與人和睦相處，開開心心！

沈逸家長：原以為停課期間，家中兩個小朋友會感到納
悶，誰知道他們在家天天都有新點子！日日在家 FREE
PLAY，令他們的創造力與組識能力與日俱增。而且，讓
他們分擔澆花、抹桌子、洗洗涮涮等家務，更有助增加
責任感和對家庭的歸屬感。另外，停課後全家常常一起
玩各類型棋盤遊戲，逸逸更學懂玩「Uno Flip」呢！快開
學了，期待逸逸在綿羊班愉快成長。

郭子皓家長：疫情初期，對於要上班的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子皓剛習慣上學，又要重新適應無了期停課，令我不知如

何是好。幸好家中有爺爺嫲嫲幫忙分擔照顧的責任。嫲嫲每天都會陪著子皓練習寫字，陪子皓去空地踏單車，令我得
以放心。另外，當我遇到育兒問題時，三位班老師都樂意教導我，提供一些具體的方法，讓我能夠解決困難！疫情期
間，我與子皓一起進步，衷心感謝三位老師！

(低班)
姚慶臣家長： 2020 年對成人與小朋友，
都是特別的一

耿祈樂家長：疫情爆發後，發現學校教導有方，樂樂

年。基於疫情陰霾下，小朋友迫於無奈困在家中數月。

都願意細聽父母和長輩對事情的解說。初時樂樂都

感謝林護幼兒學校眾多教職員們，透過拍攝教學影

願意洗手和戴口罩，但由於長時間不用上學和外出，

片、連線教學，令小朋友可以繼續學習，維持網上社

他變得不願意帶口罩。我理解疫情下不停洗手，易感

交互動。更要感激校方悉心安排，將功課郵遞到家中，

煩厭，唯有不斷向他解釋這個病毒的嚴重性及父母

好讓小朋友能夠維持良好的書寫習慣。在這不景氣的

的擔心，他都會默默聆聽家人的感受。早前，每當家

時候，希望大家能夠互望互助；更希望疫情能夠早日

人想與樂樂外出，他總會以「因為不想帶口罩，所以

消除，生活重歸正軌。

不外出」及「病毒未離開，不可以外出」等理由拒絕，
甚至會發脾氣。然而疫情持續，樂樂開始適應了新的

甄晉希家長：在這半年留家抗疫期間，因為我們工作
忙碌，晉希有時會到嫲嫲家由嫲嫲照顧，感謝嫲嫲的
照顧及教導。其他時間晉希都沒有外出，他明白室外
多細菌，因而沒有要求上街，只在家砌積木，玩玩具。

「生活」，接受了與口罩共存，他更說：「待這個病
毒消失以後，我們再去遊樂場、旅行、學校、同朋友
仔一起玩吧！」，希望樂樂的這些願望可以快些一一
實現吧！

作為家長心情比較矛盾，一方面想盡快復課，好讓他
回復校園及群體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擔心復課後他未

劉俊亨家長：這是很特別和難忘的一年。亨亨認識了

能適應，或新冠狀病毒會再次爆發。另外，感謝老師

新型冠狀病毒，在抗疫期間，我不斷「洗腦式」提醒他

們致電關心和問候晉希在家的情況，又安排每星期一

們外出要戴口罩，不要亂摸東西，更不要摸自己的眼耳

次的網上課堂，每次他都非常期待。期待復課日再見

口鼻，回家要洗手、洗澡更衣等，他都會一一照辦。這

大家！

八個月的「困獸鬥」中，相處是開心的。雖然停課，但
沒有停學。亨亨有哥哥的倍伴，一起做功課、一起玩、
一起吵架；我們亦會一起下廚，一起做家務，因此在自

崔雨妃家長： 2020 年是具挑戰性的一年，也是很多

理方面和生活技能上都有所提升。

家長難忘的一年。從 1 月份開始，新冠肺炎這個病毒
就開始蔓延，而作為媽媽的我，擔憂之心也不斷蔓延。
女兒不能到學校學習，家裡還有小弟弟要照顧，我和

葉皚晴家長：想不到小兔班的學習內容，大部分都在

先生也要工作，所以照管孩子的責任就落在奶奶的肩

家中完成。除了參加學校的網上學習及做家課外，這段

膀上。很感恩奶奶的身體尚好，一個人擔起看管重任

時間，晴晴愛上了填顏色。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晴晴把

之餘，還能教導孫女的學習。雨妃從只會數 1-3，現在

她的作品拿給我看，那張作品真的很漂亮呀！不敢相

已經能數到 100 ； 26 個英文字母亦完全掌握，
因此我

信是晴晴自己完成呢！原來當家長擔心小朋友沒有到

很感謝奶奶悉心的照料和耐心的教導。另外，這段時

學校上課會影響學習表現時，幼兒的自學能力很強，為

間使雨妃、弟弟和奶奶的感情增長不少。希望疫情快

我們帶來無限驚喜呢！

些結束，讓小朋友們能盡快回復校園生活。

老師回應：學校已停課逾半年，老師在校一直靈活應變，更改及調整教學模式，除了教學影片及連線活動外，老師
會持續致電家長了解及跟進幼兒的學習情況和生活。感激家長聆聽老師的意見，努力協調及配合在家輔助幼兒，達
致真正的「停課不停學」。幼兒的學習並不限於老師的教導，停課的經驗正好讓家長更掌握在家教導幼兒的具體方
法。因此老師很樂意聆聽家長與老師分享幼兒在家的情況，若有困難，老師將陪你解決；若有進步，老師與你同樂，
老師仍然一直與家長同行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