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長：
很高興大家對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所提供的優質幼兒教育服務感興趣，衷心希望你們能成為這個大家
庭的一份子！
本機構在香港提供優質幼兒教育服務逾五十五年，在幼兒教育界有着重要的地位，更是香港首間
幼稚園同時聘任粵語及英語為母語的教師進行授課；本機構在香港設有七所幼稚園、一所幼兒園及
兩個學前發展中心，合共為3,500名學生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致力培養學生成為終生學習、富有
責任感和具國際視野的孩子。
我們所有的幼稚園均為認可之國際文憑 (IB) 世界學校，為學生提供融合「創客」教育元素的小學
項目 (PYP) 課程，讓學生通過自主探究式的學習，培養成為知識淵博、恪守原則和思想開明的孩子。
本機構為周大福教育集團成員，近年更為學校注入更多新的教育元素，引入嶄新的教學方法和向全球
招攬專業人才，以進一步優化學校的管理和課程。我們很榮幸與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Project
Zero團隊合作，率先引入名為「Agency by Design: Early Childhood in the Making」的「創客
教育」先導研究計劃，協助學生掌握STEAM課程範疇內外的相關技巧和知識，包括：科學、科技、
工程、藝術及數學等。
此外，自2014年起，我們的教育團隊定期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讀寫計劃」(TCRWP)的專業
培訓，並以此計劃作為藍本，有系統和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培養他們喜愛閱讀和書寫
的興趣，學習成為一位自信的小讀者和小作家，為升讀小學作良好的準備。
我們深信優質的教育是需要學校、家庭和社區三方面的努力和互相配合，故此，我們的教學團隊、
行政人員及家長們需共同承擔培育學生的使命，彼此之間保持緊密的溝通及良好的透明度，並以
學生的學習和需要為中心，讓他們獲得最大的裨益。
如欲進一步查詢或獲取更多資訊，歡迎致電學校辦事處或發送電郵與我們聯絡。我們殷切期待你和
貴子弟加入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大家庭。

祝
生活愉快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領導團隊

多語啓迪

終生獲益

葉思芬女士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行政總監

黃國成博士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學術顧問

本機構的教學特色
在語文學習方面，維多利亞教育機構一直實施「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學制分別
為兩文三語或雙語班；兩文三語班由三位母語教師（粵、英、普老師）協作授課，
為學生提供沉浸式的語言環境，並透過「一教師、一語言」的教學方針及良好的師
生比例（1 : 8-10），有助引導學生進行自主探究式學習，並有效地掌握多種語言。
本機構同時實踐全人教育。我們不僅着重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更重視培養他們
的個人素質，致力培育他們成為具有國際情懷和視野的孩子。

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讀寫計劃」（TCRWP)
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讀寫計劃」是一個透過自主閱讀和創意寫作，促進孩子語文能力的
教學方法，該計劃已於全球眾多學校中推行。我們的教育團隊先後參與了英文及中文讀寫計
劃的培訓，並以此計劃作為藍本，有系統和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培養他們喜
愛閱讀和書寫的興趣，學習成為一位自信的小讀者和小作家，為升讀小學作良好的準備。

賦予孩子自主學習能力
此讀寫計劃通過工作坊的互動形式，引導學生將已學會的知識和技能應用於閱讀新的故事
或書寫活動中，從而促進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建立自信心。

通過分組有效學習

具認可之國際文憑（IB）世界學校
我們的七所幼稚園*均為認可的國際文憑（IB）世界學校，提供小學項目（PYP）課程，讓學
生獲得多樣化和自主的學習經驗。（*上康校舍只提供嬰幼兒學前遊戲班課程）

跨學科自主探究式學習

工作坊以小班形式進行，老師會以學生已有的知識或生活經驗為基礎，
整合出適合學生閱讀或寫作的策略，再於課堂中讓學生個別或與同伴
一起進行延伸閱讀或寫作。

着重分享與溝通
透過閱讀和寫作工作坊，我們鼓勵學生積極發揮創意，
並與老師和同伴分享所學或作品，從而建立分享的
習慣和發展良好的溝通技巧。

傳統課堂採用分科教學，然而我們通過跨學科的自主探究式學習活動，鼓勵學生探索學科
之間的關聯，並在活動過程中透過發問、搜集數據、分析、組織和報告，主動地學習及建
構知識，並成為勇於嘗試、善於解難及富有同理心的孩子。

放眼未來
IB的小學項目（PYP）課程亦很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因此，我們在提升學生的學科知識
和技能之同時，也很着重品格和價值觀的培養（學習者培養目標），以及擴闊他們的國際
視野，培育他們成為積極貢獻社會的一份子。

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
我們相信嬰幼兒教育是促進孩子終身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為孩子埋下自主學習的
「種子」，培育他們長大後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 Project Zero「創客教育」
我們很榮幸與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的Project Zero團隊合作，率先引入名為「Agency
by Design: Early Childhood in the Making」的「創客教育」先導研究計劃，有效地協助
孩子發揮潛能，協助學生掌握 STEAM 課程範疇內外的相關技巧和知識，包括：科學、
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等，讓他們能在急速轉變的世界中保持競爭優勢。
「創客教育」有助啓發學生對 STEAM 的學習潛能。我們把創客教學法融入 STEAM 的幼
兒教育課程中，並透過自主探究式學習活動，引導孩子對身邊的事物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
析，從而促進他們的觀察力、判斷力和鼓勵發揮「敢創」的精神，同時也培養了個人品格
和對他人的同理心。
我們的「創客教育」活動鼓勵孩子對日常接觸的每事每物，以至對整個世界的運作也進行
深入思考、分析和解構。
「創客教育」先導研究計劃不但能提升孩子的認知能力，更可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維多利
亞教育機構早前便成功舉辦了首屆《教育領袖研討會》及「創客教育」展覽，
與國際及香港的教育領袖分享研究成果，啟發本地「創客」教育及促進
幼兒教育多方面的發展。

我們的設施

家校協作

學習環境是幼兒的第三位「老師」。維多利亞教育機構通過富啓發性的環境和設施來誘發
孩子探索和學習；我們的校舍設有各式各樣的設施和學習專區，包括：活動室、閱讀區、
混齡交流區、光影探索室、家長悠閒座、模擬遊戲區、建構區、音樂室、多媒體教學設
施、體能區及小舞台等。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非常重視與家長的互動和協作，建立積極正面的學校社群，全方位支援
各家庭。我們鼓勵每位家長透過「家長參與計劃」，積極支援學校和參與親職教育活動，
從多角度反思促進幼兒全人發展的親子互動策略。此外，家長亦可以參與支援學校的各項
活動，例如：參與課堂的小組活動、參與故事爸媽計劃、親子運動會、協助組織活動或當
參觀活動的義工等。這些活動有助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模式和進程，及更掌握和認識學校
的教學方針，以增強學習的效果。

置身於富啓發性的學習環境中，孩子便可以盡情探索、培育自主學習的精神，為終身發展
打好良好的基礎。

「家長教師會」（下稱家教會）的成立更有助機構與家長建立正面的家校協作關係，讓教學
團隊、行政人員和家長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同時，家教會為家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渠道來
支援及贊助由學校舉辦的社區服務和慈善活動。每年我們更會與家教會合辦親子教育團，
與逾百個家庭一同到世界各地考察，擴闊學生的眼界和增強他們的國際視野，以及讓家長
近距離參與孩子的學習活動。

專業的教學團隊
本機構相信一位專業的老師要有愛心、對教學充滿熱誠、且能循循善誘地教導每一位學
生。故此，我們從世界各地聘請優秀的母語教師（粵、英、普老師），他們均是幼兒業界
的菁英，能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並發揮學與教的領導才能。
同時，我們亦十分重視老師的專業發展，透過每月舉辦的教師培訓、講座、工作坊及遙距
教學課程等，為老師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我們的中央課程組亦積極為教職員提供多方面
的支援和培訓。

海峰園校舍 鄧淑霞主任
「我加入維多利亞教育機構超過三十五年，一直見證着學生的發展和成長，令我留下不少
美好的回憶。當我看見一些學生轉眼成了本機構的家長，更令我感到非常興奮。維多利亞
教育機構是一處滿載活力、熱誠和正能量的地方，我樂於接受挑戰，不斷求進，並致力終
生學習。我以自己是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大家庭的一份子為榮！」

何文田校舍 Sonika Mahbubani主任
「我會按學生的個人需要和興趣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在愉快及全面的環境下建立終生學
習的興趣。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實現夢想的潛能，只要給予他們正面的支持和鼓勵，前途
必定無可限量！」

豐富的課外活動
本機構相信透過多元化和遊戲式的探究課程，有助孩子奠下終身學習的基礎。我們透過一
系列的增潤課程（例如：交通全安隊、小童軍、小蜜蜂、體適能訓練班、非洲鼓、夏威夷
小結他、口風琴及手鈴班等），幫助孩子發掘天賦才能、培養多方面的興趣，以及對社區
的關懷。過程中，孩子不但能學習到重要的知識、態度和技能，更有機會參加不同類型的
比賽活動，激發對音樂、藝術及運動等不同方面的潛能。

我們的校舍/學前發展中心
幼兒園及幼稚園課程

邁向小學光輝里程

香港區

寶翠校舍
維多利亞（寶翠園）國際幼兒園 / 維多利亞（寶翠園）幼稚園

畢業典禮精華

本機構為畢業生奠下銜接各類小學課程的穩固基礎。所有畢業生均具備
兩文三語的能力；樂於在多元文化和協同合作的環境下與人交流、表達想
法、意見、觀點和感受；能善用想像力和洞察力，並以創新思維的模式，
積極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且能靈活地、獨立地面對不同的學習挑戰。所
有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畢業生均已準備就緒，迎接小學所帶來的各種挑
戰，昂然踏上終身學習的旅程。

香港卑路乍街8號西寶城三樓（幼稚園）

海峰園校舍
銅鑼灣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 / 維多利亞（海峰園）幼兒園
香港北角福蔭道5號海峰園高峰閣

下康校舍
維多利亞國際幼兒園 / 維多利亞幼稚園
香港康怡花園康安街2-8號

中康校舍
康怡維多利亞幼兒園 / 康怡維多利亞幼稚園
香港康怡花園康安街18號二樓

海怡校舍
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兒園 / 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
香港海怡半島第二期平台

九龍區

君匯港校舍
維多利亞（君匯港）國際幼兒園 / 維多利亞（君匯港）幼稚園
九龍深旺道8號君匯港地下

小一學位取錄概況（2017 - 2021）

何文田校舍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兒園 ／維多利亞（何文田）國際幼稚園
九龍何文田迦密村街9號君逸山地下及一樓

新界區

海之戀校舍

(辦學牌照尚待教育局審批)

維多利亞 (海之戀) 國際幼稚園 / 維多利亞 (海之戀) 國際幼兒園
新界荃灣西大河道100號海之戀商場地下 G36-G37 及地下幼稚園

嬰幼課程
上康校舍
維多利亞（康怡）幼兒園
香港康怡花園康愉街14號地下

嬰幼遊戲班
由2017至2021年，本機構共有674位畢業生成功升讀滬江維多利亞
學校（VSA）。
同時，我們的畢業生亦獲得本地著名的私立及直資學校取錄，當中包括：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拔萃女小學、保良局蔡繼有學校、聖嘉勒小學、聖
類斯中學（小學部）、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及
英華小學等。

香港區
Victoria Playpark（夏慤大廈）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39號夏慤大廈3樓305-8室

九龍區
Victoria Playpark（K11 MUSEA）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 K11 MUSEA地庫2樓B230 & B232號鋪

國際學校方面，當中超過七成的取錄來自漢基國際學校、宣道國際學校、
英基小學、香港國際學校（大潭校舍）、新加坡國際學校及弘立書院等。
如欲獲悉更多學位取錄名單及概況，請瀏覽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網站。

www.victoria.edu.hk
enquiry@victoria.edu.hk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家長心聲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家長的話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師資及經驗
我們從世界各地招聘對教育有熱誠
和抱負、懂得關愛、能與時並進和
善於激發孩子潛能的老師。我們會
聘用以英語、普通話和粵語為母語
的幼兒教育專業人員為老師，英語
老師大部分來自澳大利亞、加拿
大、英國和美國等地。而我們的校
長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教育人員，
其中有多位更在機構服務逾30年。
我們深信家校協作的重要性，期待
與家長攜手合作，共同培育孩子的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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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9%
46%
14%

教師資歷
43%

不知不覺，妙蘊已經在維多利亞度過了人生之初最
重要的兩年時光。記得初入讀小組班時，妙蘊常在家
哼唱校歌。“我獨立、我自信、我快樂、我分享”，
這樣我們希望培養他的獨立性、探索精神和同理心的
理念不謀而合。兩年間，妙蘊由一個凡事需要大人照
料的懵幼童，逐漸成長為生活基本自理、熱愛運動、
樂於結交朋友並懂得關愛他人的孩子。
低班家長

教師經驗

20%

維多利亞是一個大家庭。家長日及觀課活動
讓我有機會多了解小兒，多了解學校。讀書認
字重要，但老師更注重教導小朋友的是人際關
係、該如何表達自己、解決友儕間紛爭的態度
及方法，以致培養對學習的熱枕。兩年過來，
小兒開朗有自信，每天都是開開心心上學去。
上了K1後就快快樂的回家做功課。看着小朋友
愉快成長，是家長最高興的事。
幼兒班家長

20%

教育碩士

PGCE / PGDE

1-5年

11 - 20 年

教育學士

教育証書 / 幼兒教育証書

6 - 10 年

超過 20 年

假如你問我是甚麼幫助了我孩子的學習進程，
我會說是無限量的愛、持久的耐心和不斷的鼓勵。
儘管我們在家中盡量給予他同樣的支持，但我們
仍然需要學校和老師Ms. Chan, Ms. Lin and Ms.
Sutherland的愛和支持。我們衷心感謝維多利亞、
所有老師和工作人員的付出！每次看到孩子興奮地
微笑著告訴我們他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以及他
對上學的熱忱，我們都非常感恩。

親子活動部分及播放孩子平日學習視頻的部
分最令我感興趣，因為能夠直觀地讓我們知道
孩子平時在學校是用什麼方式進行學習及學到
什麼內容。也能看到孩子平時在學校的表現。
高班孩子的成果展示，看到學校的教學及想到
自己孩子升入高班後也有可能做出這樣的研究
和成果，非常振奮人心。

高班家長

學生成就

幼兒班家長

我們的學生多才多藝、全知全能，在不同的校外活動中獲得多個獎項！
學術

演講

Thail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TIMO)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Eye Level Phonics Challenge
Critical Thinking Math Challenge
幼稚園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GAPSK Speech Festival
Kiddies’ Putonghua Certificate in Communication Assessment
on Performance of Verse Speaking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CECES Children Speech and Sign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Children Art & Speech Association - The Master Cup

藝術

2022-2023學年入學申請日期
幼兒班
(K1)

接受申請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幼兒班 (K1)

幼兒班 (K1)

幼兒班 (K1)

2021年9月6日

2021年10月15日

第一次面見：

第二次面見：

申請結果公佈：

2021年11月6日

2021年11月15日

2021年12月3日

體育
2nd

Art & Design Gallery - Art Show Paris Expositio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usicians & Artists Association Music & Arts Festival
Trinity College London - Young Performers
University College of Music Examinations Early Learning (Speech & Drama)
國際商龍交流會 - 聚龍慈善兒童時裝設計師繪畫比賽

GNET Star 第六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環保袋設計)

至11月19日

TRI swim competition 2019
HK Football Club Swimming Gala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2019全港技巧體操分齡賽

Dynasty’s Taekwondo Style and speed kicking Competition
Arsenal Soccer School - Christmas Tournament 2019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 ISI Glacier Open & Basic Challenge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 第一站

小組班
(PN)

接受申請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小組班 (PN)

小組班 (PN)

小組班 (PN)

2021年9月13日

2021年12月10日

第一次面見：

第二次面見：

申請結果公佈：

2022年1月7日

2022年1月17日

2022年2月11日

及 1月 8日

至1月21日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 -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70th Hong Kong Music Festival

立即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