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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兒童在關愛的環境中，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老
師悉心照顧和輔導，更能活潑健康地成長。 

 培養兒童良好的生活習慣、學習興趣和自我照
顧的能力。 

 讓兒童在社交、智能、體能、情緒、美感和創
造力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的發展。 

 協助家庭解決教育和照顧兒童的問題，使家長
能安心工作，並與家長一起謀求育兒的進步。 

 支援家庭就兒童的照顧及教育需要作出適當
的安排，讓家長得以安心出外工作，提高生
活質素。 

 配合兒童的年齡、個別差異及社會文化背景
而編訂適切的課程，提供優良的活動和環
境，讓兒童建立穩固的基礎能力，養成良好
的學習態度和生活習慣。 
 



(一)服務團隊 

教學人員及支援團隊 

      
校長 

陳麗娟校長 
主任 

梁嘉寶老師 
OPRS 

梁嘉敏老師 
(Ms Leung) 

N班 
江子欣老師 

N班 
何詠琳老師 

(Ms Ho)  

N班 
吳海琳老師 

      
K1班 

簡詩雅老師 
K1班 

周駿怡老師 
K1班 

孔珮玟老師 
K2班 

任傲婷老師 
K2班 

劉嘉美老師 
K2班 

余佩珊老師 

      
K3班 

劉笑欣老師 
(Ms Lau) 

K3班 
黃樂怡老師 

K3班 
黃曉晴老師 
(Ms Wong) 

兼收組 
布秀芝老師 

兼收組 
劉詠琴老師 

兼收組 
方希賢老師 

  

非教學人員 

  
延展服務 
李瑞嫦老師 

駐校社工 
林詩欣姑娘 

文員 
梁敏婷 

(Lemon姐姐) 

活動幹事 
黎怡君老師 

      
女工 
潘燕群 
(群姐) 

女工 
劉育英 
(英姐) 

女工 
陳桂連 
(連姐) 

女工 
余美麗 
(麗姐) 

女工 
嚴小華 
(華姐) 

女工 
朱穎蘭 
(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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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質素標準(SQS) 
  為提供優質服務，幼兒園參照社會福利署服務 

質素標準，釐定服務政策及實施程序。本園備有相 

關資料，歡迎家長在園內閱覽。 
 

標準 1 服務資料 幼兒園確保製備說明資料，清楚陳述其宗旨、目

標和提供服務的形式，隨時讓公眾索閱。 

標準 2 檢討和修訂

政策和程序 

幼兒園應檢討及修訂有關服務提供方面的政策和

程序。 

標準 3 運作及活動

紀錄 

幼兒園存備其服務運作和活動的最新準確記錄。 

標準 4 職務及責任 所有職員、管理人員、管理委員會和／或理事會

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 

標準 5 人力資源 幼兒園實施有效的職員招聘、簽訂職員合約、發

展、訓練、評估、調派及紀律處分守則。 

標準 6 計劃、評估

及收集意見 

幼兒園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

定有效的機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

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提出意見。 

標準 7 財政管理 幼兒園實施政策及程序以確保有效的財政管理。 

標準 8 法律責任 幼兒園遵守一切有關的法律責任。 

標準 9 安全的環境 幼兒園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職員和服務使

用者處身於安全的環境。 

標準 10 申請和退出

服務 

幼兒園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

道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 11 評估服務使

用者的需要 

幼兒園運用有計劃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

的需要(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

區)。 

標準 12 知情的選擇 幼兒園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

的權利。 

標準 13 私人財產 幼兒園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標準 14 私隱和保密 幼兒園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標準 15 申訴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

或幼兒園的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

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 16 免受侵犯 幼兒園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

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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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時間 

回園時間：上午 8:00 至 9:00 

離園時間：星期一至五 下午 4:30 至 6:00 

          星期六   下午 12:00 至 1:00 

星期日、公眾假期及幼兒園假期休息 

 為讓兒童養成守時習慣和有穩定情緒參與活動，建議家

長上午 8:45 或之前帶兒童回園，並依時接回子女。 

 

 

幼兒園設有延展時間服務，為有需要家長提供日間服務時

間以外的延長時間服務，以方便家長接送子女。 

延展時間及收費如下： 

時段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日費 月費 日費 月費 

晚上 6:00-6:30 $5 $80 

 晚上 6:00-7:00 $10 $150 

晚上 6:00-8:00 (連晚餐) $20 $300 

下午 1:00-2:00 
 

$10 $30 

下午 1:00-3:00 $20 $60 

 月費預約時間：每月 25 日至下個月 1 日(或第一個工作天) 

  逾期只可以日費申請 

 日費預約時間：當天下午四時或之前 

 名額有限，以先到先得處理，如需使用請儘早登記。 

 由於名額已預留，一經預約，將會收取有關費用。 

 幼兒園另設早上 7:30-8:00 特別時段，如須使用必須提早一

天預約，否則本園有權不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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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穿著服飾 

 上學時必須帶幼兒園書包。 

 兒童宜穿著簡單、易穿及舒適的衣物， 

不宜穿著吊帶褲、工人褲或拉鍊褲， 

以方便如廁。 

 請勿穿戴貴重飾物回園。 

 回園後兒童會更換室內鞋(園鞋)， 

園鞋須為不用綁帶之白色鞋， 

並在鞋跟位置寫上兒童姓名。 
 

 

(五)接送人安排 

 家長宜安排固定家人接送兒童。 

 除特殊情況外，父母及合法監護人均有權接送兒童。 

 家長須填寫兒童個人資料登記表，將授權接放學人仕的

資料寫在登記表上。 

 接送兒童者均須年滿 12 歲或以上，否則幼兒園有權拒絕

有關人仕接送兒童。 

 若家長有突發情況須由登記名單以外人仕接兒童放學，

必須預先通知園方，有效期為該日，日後再有需要時，

須再行通知。 

 除父母及合法監護人外，已獲授權接放學人仕不能再授

權其他人接兒童放學。 

 基於兒童安全理由，個人資料 

登記表上沒有記錄之人仕，無論 

有接送卡與否，均需出示身份證 

核實身份以策安全。 

 接送人資料如有更改，請即通知幼兒園。 

 

 

姓名 
鞋跟位置寫上

兒童姓名 

P.5 



(六)接送卡的使用 

 每位兒童會獲發兩張接送卡。 

 上學時老師會派發接送卡給家長， 

家長在讀卡器上拍卡記錄上學時間。 

 家長接放學時先在讀卡器上拍卡記錄放學時間，再將接

送卡交回當值老師。 

 為確保兒童安全，接送卡如有遺失，家長須即時通知幼

兒園，並以書面申請補發，補領手續需時五個工作天。 

 

 

(七)學校手機應用程式 TWGHs NS App 

 本園會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TWGHs NS App 向家長發

放學校訊息及通告，家長須透過手機程式回覆通告及 

為子女請假。 
 家長可透過手機程式查看校曆表及學生考勤記錄。 
 家長須預先在智能手機上安裝「TWGHs NS App – 家長

版」，每名兒童均可註冊兩個手提電話號碼，本園會將此

兩個登記號碼用戶作為獲授權監護人，處埋學生一切學

校訊息、請假及通告事宜。 
 新生會於入學時收到啟動碼進行註冊後方可使用。 

 

 

(八)體溫量度記錄表的使用 

 請家長每天上課前為兒童量度體溫，並記錄 

於「量度體溫記錄表」，放在功課袋內交回 

老師檢查。 

 兒童如有發燒，應立刻求醫，並向園方請假， 

留在家中休息，並應在退燒後最少兩天始回園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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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請假、早退注意事項 

 請事假須預早最少一天通知老師，以便安排派發功課。 

 上課當天因突發事情或兒童身體不適請假，請家長於 

上午 9:00 前致電通知當值職員，或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為

兒童請假，倘兒童請假多於七天，請以書面通知本園。 

 兒童如因事早退，須於上午 9:00 前通知老師。為免影響

兒童參與活動，時段安排如下： 

下午 12:45(午餐後) 或 下午 3:30(茶點後) 

 如非必要，請不要無故缺席，以免影響兒童情緒和學

習。星期六不回園則無需請假。 

 兒童若整月缺課將不能獲得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

資助。 

 

(十)兒童患病處理 

 兒童如生病了，應盡量留在家中休息。 

 保障兒童之身體健康，當發現兒童患有傳染病時，如： 

麻疹、水痘、手足口病、腸胃炎、眼睛/喉嚨/皮膚感染

等，家長須儘快通知幼兒園，並安排兒童留在家中休

息，直至完全痊癒後始可回園。為免傳染病蔓延，會根

據幼兒中心條例，向政府衛生防護中心報告發現患上傳

染病之情況，並提供患傳染病兒童之家長姓名及電話號

碼予衛生防護中心作跟進調查。 

 回園後老師如發覺兒童有身體不適或患病的徵象，會儘

快聯絡家長接回兒童。兒童會安排在職員室休息，等候

家長接回。 

 兒童在園內如有急病或意外，不及或無法通知家長或監

護人，本園會在必要時派員代為護送往醫院或註冊西醫

治理，但須注意本園職員無權代家長簽署施行手術授權

書，及不會代為繳付診治所需費用。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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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如有發燒、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或 

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不應上學，家長應 

盡早帶兒童往求醫接受診治。 
 

 

(十一)餵藥安排 

 兒童病癒後回園，請提交註冊醫生診斷證明，若仍有藥

物未服完者，本園會代為餵藥，藥物須有清晰完整的標

貼，以策安全。同時，所有藥物必須清楚寫上兒童全

名、藥物名稱、服藥指示及求診日期。 

 家長須預先填寫兒童服藥授權書，並用 

透明袋把藥物連同藥羹一起袋好交給 

當值老師登記。 

 若餵藥資料不齊全，幼兒園不予餵藥。 

 本園只接受註冊醫生處方之藥物，成藥、過期藥物或藥

房配藥，概不代餵。 

 每日只代餵一次(已登記延展兒童除外)，只餵星期一至五 

餵藥時間： 每日四次的藥物，下午12:45 

     每日三次的藥物，下午3:30 

 不代餵退燒藥。遵照教育局指引，兒童發燒應留在家中

休息，直至退燒後休息至少兩天才可回園。 

 家長可將兒童服藥授權書取回家備用，於回園前填妥，

可避免影響當值老師收生程序。 

 餵藥後，老師會在兒童服藥授權書上簽名並放回透明袋

內。 

 家長放學時取回藥物。 

 同一療程的藥物可使用同一張兒童服藥授權書，無需另

填一張。 

 兒童如因患持續疾病須長期服藥，家長須提交醫生證明

紙，以讓老師更為暸解兒童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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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膳食安排 

 幼兒園每天有均衡營養的早餐、午餐及茶點供應。若兒

童遇有對某食物有敏感反應，請家長通知老師。 

 兒童如須戒食某種食物，須視乎食物的煮食方法，只能

依餐單減少食物，並無其他替代品。 

 兒童戒食食物請清楚說明戒食時段，如：一天、兩天或

一星期，否則一律只戒食當日。 

 餐單已張貼於門口供參考，因供應商貨源 

提供會作出變更，請家長每天早上留意 

幼兒園佈告板之餐單為準。 

 

 

(十三)課程內容 

 依據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設計課程及安排活

動，讓兒童從遊戲中學習，培養兒童在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和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採用故事為本之綜合教學法和全語言閱讀，配合主題、

環境學習及教具，激發兒童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學習態

度。 

 透過多樣化的學習角落活動，讓兒童有充足的自選活動

機會，促進兒童自主學習的能力。 

 每學期初會派發「課程大綱」，每星期派發家長通訊「本

週學習內容」，及每月派發每月學習報告「每月學習內

容」讓家長了解兒童學習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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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習評估 

 採用持續性觀察評估方法，了解及記錄兒童各方面的發

展和學習進度。 

 幼兒園定期派發評估記錄，包括：每月一次「每月學習

及發展報告」、每半年一次「兒童學習及發展報告」及

「兒童學習歷程」，並於每學期個別約見家長，讓家長知

悉兒童學習情況。 

 家長可於每月交回之學生手冊內提供兒童在家之表現，

以供老師參考。 

 

 

(十五)家校合作 

 幼兒園十分重視家校合作，深信家庭和幼兒園互相配

合，建立有效的伙伴關係，能讓兒童有更完整的學習環

境，促進全人發展。 

 幼兒園舉辦不同活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除促進親子

關係，更可讓家長了解兒童的學習和發展情況，提高兒

童的學習及參與興趣，亦有提供機會讓家長增加對幼兒

園和老師的認識，明暸幼兒園的運作。 

活動包括： 

 家長會      家長觀課 

 親子旅行      家長茶聚 

 家長資源閣     親子閱讀計劃 

 聖誕聯歡會     節日慶祝活動 

 懇親會      親子運動會 

 除參與幼兒園舉辦的活動外，家長亦可協助兒童搜集學

習活動所需之材料，如圖片、課堂用品等。 

 家長亦可擔任義工，協助幼兒園推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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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須知 

 家長義工乃出於自願和對幼兒園及學生的服務精神，一

般情況下，幼兒園會按照活動性質招募家長義工協助推

行活動，家長可按個人專長及時間參與義工服務。 

 為免影響活動進行，在任何時間或地方，家長義工請勿

拍照或作任何分享。 

 家長義工應按幼兒園分配之工作參與服務，家長義工如

因事未能如期出席或完成所分配之工作，請盡快通知相

關老師作出其他安排。 

 家長義工在服務期間應注意自己言行，以正面有禮的態

度為兒童樹立良好榜樣，鼓勵兒童的正面行為。 

 家長義工請勿帶同小孩參與服務。 

 家長義工請勿派發零食或小禮物給兒童。 

 

 

(十六)與老師聯絡途徑 

 家長可於早晚接送時間，與門口 

當值老師或班老師聯絡。 

 家長可於平日下午1:00-3:00，以電話 

與老師聯絡，或於放學時間約見老師。 

 在上課期間除非有特別或重要事故，否則未能安排老師

接聽電話或接見家長。 

 家長如須與老師面談，請先在接待處等候，切勿自行進

入課室，以免影響兒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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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程表 

 教育局宣布考慮了疫情最新發展及學校的準備情況，於

2021/22學年繼續進行半天面授課堂安排。在半天面授課

堂以外的時間，本園會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照顧服務。 

時間 活動內容 

8:00am - 8:45 am 自選活動 

8:45 am - 9:15 am 排洗、早餐 

9:15 am - 9:30 am 大組時間 

9:30 am – 10:00 am 英文故事活動 

10:00 am - 11:00 am 體能/音樂活動 / 水果、自選活動 

11:00 am - 11:45 am 自選活動 

11:45am - 12:15 am 中文故事活動 

12:15 pm - 12:45 pm 排洗、午膳 

12:45 pm - 3:00 pm 排洗、午睡 

3:00 pm - 3:30 pm 排洗、茶點 

3:30 pm - 4:00 pm 自選活動 

4:00 pm – 4:20 pm 故事活動 

4:20 pm – 4:30 pm 飲水、整理 

4:30 pm 後 放學、自選活動 

 自選活動時間：兒童自由選擇喜愛的角落進行不同的學

習活動。 

 課室內設置的角落有：檯面玩具角、地面玩具角/積木

角、圖書角、圖工角、娃娃角/幻想角、教材角、生活訓

練角、探索角、情緒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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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人物品 

 書包內每天應有以下物品： 

 衣物袋，內有清潔替換衣物一套 

 薄外套 

 功課袋(A4 拉鍊膠文件袋) 

 學生手冊(放於功課袋內) 

 口罩 3 個及口罩盒 

 除特別安排，切勿携帶食物、金錢、玩具、貴重飾物或

其他雜物回園。 

 老師未能代家長派發或轉贈食物、禮物或其他物品給同

學，以免影響課室運作。 

 配合學習活動，老師會邀請兒童帶一些物品回園，所帶

物品會與他人分享，或有損壞的情況，因此，不要帶珍

貴或貴重的物品。 

 所有帶回物品必須寫上兒童姓名，如外套、分享物品

等，若沒有，老師會主動寫上，恕不另作通知。 

 書包外請勿懸掛太多飾物，以免產生危險。 

 

 

(十九)學生手冊、家長通訊、故事書、親子兒歌樂

多、主題小書、功課及教材處理 

 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請每天放於功課袋內。 

 收手冊：每月 1 號，如遇假期則於假期後 

回園第一天交回。 

 派手冊：每月第一個星期五，如遇上收手冊同一天或前

一天，則順延一星期派發。 

 於每月結束時，家長請填寫「兒童在家之表現」並簽

署，以便老師了解兒童在家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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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通訊 

 逢星期五派發，如遇假期則於假期前一天派發。 

 內有「本週學習內容」，讓家長了解兒童的學習概況。 

 老師會按需要在「老師的話」一欄中，通知家長注意事

項。 

 閱後簽名，並於下星期一交回。 

 家長有需要可在「家長的話」記下通知老師事項。 

 

 中文及英文故事書 

 學期初派發，老師會於家長通訊內 

通知該月即將教授的故事書，請家 

長將該故事書放入功課袋內，以便 

兒童於幼兒園內溫習時使用。 

 教授後，老師會於家長通訊內通知家長，請家長把故事

書留在家中溫習。 
 

親子兒歌樂趣多 

 幼初班(N)升讀之兒童已於 N 班時派發。 

 新生於學期初派發「親子兒歌樂趣多」 

第一冊及第二冊，讓家長在家中與兒童 

唱誦之用。每名兒童只派發一次， 

請家長妥為保存。 

 兒歌集的歌曲已載於手機應用程式，家長可播放與兒童

一起誦唱。 
 

主題小書 

 老師會定期派發自製小書給家長， 

請家長留在家中與子女溫習使用， 

不用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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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及教材袋 

 依照功課上的日期按時完成及交回。 

 功課如附有教具，請一拼放入教材袋內 

交回幼兒園。 

 

圖工袋 

 每主題完結時的星期五派發。 

 請家長把幼兒作品取出放在家中， 

下個上學日時把圖工袋交回。 

 

 

(二十)假期及活動安排 

 校曆表已張貼於學生手冊，並載於手機程式內 

供家長查閱，家長須留意有關假期、教師發展 

日、生日會及特別活動等舉行日期。校曆表只供參考，

如有特別調動，一切以最新之通告或家長通訊為準。 

 家長亦可留意門口張貼的通告、手機程式的通訊及家長
通訊，了解舉行特別活動及假期通知。 

 生日會每月舉行一次，幼兒園會預備生日蛋糕、食物及
禮物，家長無須帶回，生日相會於當日連同禮物一起派

發。生日會舉行日期請參照校曆表。 
 

(二十一)派發床墊、被及白鞋安排 

 保障幼兒健康安全，幼兒園逢星期五派回床墊、被及白

鞋讓家長回家清洗，於下一個回園日帶回。若遇假期則

於假期前一天派發。 

 家長如因事欲提早取被，請於取被當日中午 12:00 前通

知老師，以便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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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惡劣天氣 

 天文台如懸掛熱帶氣旋信號及持續暴雨警告，請留意電台

或電視報導有關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宣佈的特別措施。 

 如教育局因惡劣天氣宣布停課，家長應在安全情況下儘快

接回子女。 

 當天文台預告發出八號颱風訊號時，家長須儘快接回子

女。 

 由於兒童年幼，基於安全考慮，當天文台發出任何惡劣天

氣警告，家長可按需要自行決定到園接回子女的時間。 

幼兒園所採取之一般應變措施如下： 

熱帶氣旋 

天氣狀況 

應採取的行動 備註 

 
一號戒備信號 

幼兒園如常運作，室內活動
照常進行，但戶外活動停止
進行。 

 

 
三號強風信號 

 如在早上八時前發出，
兒童無須回幼兒園，但
幼兒園會維持開放照顧
有需要的兒童。 

 如在早上八時後發出，
家長可安排兒童安全離
園，而幼兒園會維持照
顧園內的兒童，直至他
們安全回家。 

 

  

八號烈風或暴風 

信號或以上 

幼兒園停止開放 

 

從較高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改發 

三號或以下強風

信號 

幼兒園恢復正常運作，在天
氣及交通情況許可下，一般
於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改發後
約兩小時可恢復服務。 

若宣佈時間距離
平日停止服務的
時間少於兩小
時，則幼兒園該
日繼續停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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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暴雨及 

雷暴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備註 

 
一般雷暴警告 

幼兒園照常運作，園內活動
照常進行，戶外活動則視乎
該區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
是否正常，由校長決定應否
如常進行。 

 

 
黃色暴雨警告 

信號 

幼兒園照常運作，園內活動
照常進行，戶外活動取消。 

倘若幼兒園由於
所在地區天氣情
況惡劣而應關
閉，由校長決定
幼兒園停止開
放。 

 
紅色暴雨警告 

信號 

 如在早上八時前發出，兒
童無須回幼兒園，但幼兒
園會維持開放照顧有需
要的兒童，直至他們安全
回家。 

 如在早上八時後發出，幼
兒園會維持開放，繼續照
顧園內兒童，直至他們安
全回家。 

 

 
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 

 如在早上八時前發出，幼
兒園暫停服務。 

 如在早上八時後發出，幼
兒園會維持開放，繼續為
園內兒童提供照顧或庇
護，直至他們安全回家。 

 

取消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 

 若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在早上八時前發出，在天
氣及交通情況許可下，幼
兒園於暴雨警告信號取
消後約兩小時可恢復運
作。 

若宣佈時間距離
平日停止服務的
時間少於兩小
時，則幼兒園該
日繼續停止開放 

 如在上課時間內，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幼兒園會依教育局指示作出應變措施。一般

情況下，會繼續上課至放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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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收費事宜 

 2021/22 年度之學費全年分十二期收取， 

學費為每月$1,199，膳食費為每月$410， 

總學費金額為每月$1,609。 

家長可按需要申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家長需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交學費，請於每月第二個工作

日之前依時將學費存入已登記的銀行賬戶內，以便透過

自動轉賬方式繳交。 

 如因個別情況需以現金或支票繳交者，請以書面申請。

每月第一個工作天會派發收費袋，請依日期繳交學費。 

 除學費外，會按情況收取其他費用，如：活動車費、購

買故事書等，收費項目必定會出通告及收費袋。 

收費袋上清楚列明所繳項目、銀碼及收費日期。 

 現金繳交：請備輔幣，不設找續； 

 支票繳交：支票抬頭請寫「東華三院九龍崇德社幼兒

園」或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Zonta Club of 

Kowloon Nursery School”。 

 家長於繳交任何費用時，請與職員當面點收，並簽名作

實，幼兒園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發回收據。 

 

 

(二十四)退學手續 

 如要申請退學，請填寫「退學通知書」。 

 退學通知書必須於下一個繳費限前一個月交回幼兒園，

如無足夠通知期，則須繼續繳交下一個月之學費。 

 已繳付的學費及其他費用，將不予退回。 

 

 

 

P.18 



(二十五)停電/停水安排 

停電 

 預知：通知家長在可能情況下，安排兒童 

留在家中，免因園內環境黑暗易生 

意外，而該日兒童活動程序會因應 

變動。 

 突發：幼兒園會聯絡家長，以便在可能情 

況下，安排兒童提早離園。 

停水 

 預知：幼兒園會儲備食水應用，而當日活 

動程序及餐單可能會有所變動。 

 突發：幼兒園會在附近地方找尋足夠食水 

以應付煮食及必要的清潔工作，必要 

時，可能購買乾糧。 

 

 

(二十六)餽贈 

 除賀卡或感謝信外，本園職員謝絕任何物品的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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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學習 

敢於嘗試 

在關愛中共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