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年度畢業典禮 

香港明愛學前教育及扶幼服務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序 
各位家長，小朋友：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孩子們已完成四年課程，

繼而展開小學的學習里程，回想起孩子由最初入學時

猶如一張白紙，現在，孩子長大了，各方面都有所進

步，這張白紙彷彿添上了美麗的色彩，作為老師的我

們也感到高興，相信家長和小朋友定必感受良多，現

在便將家長和小朋友的心聲輯錄成小冊子，與大家分

享，同時亦希望這本小冊子能成為大家心中的一個美

好回憶。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謹啟 



 

 

 

 

 

 

 

 

 

 

 

 

 

 

 

 

 

 

 

 

 

 

 

  

  

俊謙:我在幼兒學校生活很開心，在自由遊戲

時，我可以與靖雅合作砌玩具。我亦謝謝老師教

我寫字，讓我學習更多的字詞。還有謝謝爸媽疼

愛我，努力賺錢帶我到澳門和台灣玩。 

致明愛翠林幼兒學校校長，老師們以及校工姨

姨們: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瞬間俊謙已經踏進明

愛翠林這大家庭有四個年頭！直到現在執筆

寫下的一刻，猶不敢相信我家的小孩已經即將

進入小學的新階段。尚記得當年跌跌撞撞，滿

臉淚涕的小臉，由懵懂到現在牙尖嘴利的小鬼

頭，謝謝在這四年來，學校上上下下對他的照

顧、愛護、教導、指引以及耐心！俊謙的脾性，

作為媽媽很清楚老師們對他付出的心血以及

耐性有多高，老師對他們升小學的準備功夫做

得有多足夠，也充分達到「家校合作」的教學

理念！在此衷心感謝外，亦願天主保守你們每

一位！P.S.妹妹也請各位多多指教！ 

葉俊謙家長 

 

巧柔:感謝老師教我讀書寫字，亦設計不同好

好玩的遊戲跟我們一起玩，我很開心。我也

想多謝嬸嬸們每天煮美味的齋菜給我吃。 

 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和全體職員： 

巧柔快畢業了，雖然時間過的那麼快，快得

瞬間就來到眼前，快到內心有點不捨得。巧

柔每天放學都在問我：「媽媽，我還有幾耐就

升小學？」因為她每天都在適應小學生的生

活，她很不捨得幼兒學校的校園生活，她說

不想時間過得那麼快，她就令我想起四年前

我抱著她返學的日子。她第一個月，每天返

學都要哭 1-2小時，每天中午睡覺都要練老

師抱住她才能入睡，多謝練老師和各位老師

的耐心、細心和充滿愛心的照顧，令巧柔很

快就適應學校的生活。還多謝陳老師每月為

巧柔買齋。辛苦廚房姐姐特別為巧柔煮齋。

在此衷心多謝學校每位職員四年來對巧柔無

微不至的照顧，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 

順利、開心快樂！ 

石巧柔家長    

 



 

 

 

 

 

 

 

 

 

 

  

  

藹茵:我喜歡上學，我認識了一班 

好朋友，而且老師很愛我，她們教 

我讀書寫字、畫圖畫、唱歌，也會 

說好聽的故事。 

致親愛的校長，老師及校工們: 

轉眼間，四年就過去了，沒想到這麼快藹茵

就要畢業了。首先很感謝學校選擇了藹茵，

讓藹茵能在學校之啟蒙下成長。感謝校長及

老師們的裁培與教導，培養了藹茵良好的品

德，建立了基本的社交能力，更重要的是她

學懂了尊重和體諒別人，令她受益終生。能

夠在明愛翠林幼兒學校這樣一個健康，愉

快，充滿愛心的地方享受了她最寶貴的童年

時光，作為家長的我們真的衷心感謝您們。

請容許我跟你們說一聲:「辛苦了，老師們，

感謝有你們！」最後，祝福校長，老師及校

工們，永遠健康，亦深深祝福所有同學仔在

新的小學能夠學習愉快！         

李藹茵家長 

 

博東:老師們疼愛我，在課堂中會說 

好聽的故事給我聽，亦會帶我去旅行 

和參觀，也會提供不同玩具給我玩， 

我覺得很開心。 

校長，各位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博東就快畢業了。回憶

起兒子剛剛入學的時候，每天上學就是哭，哭

了很長一段時間。從抗拒到漸漸地習慣和接

受，直到今天擁有了一班好朋友，看得出現在

的他很享受在學校中的群體生活。現在的他每

天都會細說在學校發生的點滴，當天和哪位小

朋友玩了什麼玩具，老師教他唱了什麼歌，茶

點午餐吃了什麼美味的食物，哪位小朋友缺席

了，生病了......看着他一天天的進步，悄悄

地成長，內心充滿着無限的感恩。感謝校長，

主任，各位老師對博東無限的愛心，耐心和照

顧，能夠讓他在愛中快樂地成長。 

童博東家長 



 

 

 

 

 

 

 

 

 

 

 

 

 

 

 

 

 

 

 

 

 

 

 

  

  

鎧彤:在我六歲生日時，爸爸和媽媽為我預

備了生日蛋糕，讓我可以與老師和朋友一起

拍照。而且我亦很喜歡在學校學唱歌和舞醒

獅，我覺得很幸福和開心。 

四年了，光陰飛逝！鎧彤由一個撒嬌的 BB ,

轉眼已變成撒嬌的小學生，從這些年來見證

女兒一天比一天進步，能夠獨立自己處理自

身事情，真的多謝各位老師，校長及工友的

幫助是功不可沒。到了距離畢業的日子越來

越近，覺得越不捨得這間幼稚園的生活，很

想在 N1當天從頭開始。在此特別多謝校長

在這四年來，不斷尋找新的資源，活動，令

家長及各老師增添不少姿彩，生活過得更加

充實，對小朋友，家長和老師，校長亦成為

朋友般，真的感激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的努力,永不忘記！ 

李鎧彤家長 

 

浩文:謝謝老師教我做個有禮貌的乖孩子，

我希望上小學後，老師會欣賞我是個好孩

子。我也會努力讀書，答謝爸媽的教導，長

大後可孝順和照顧他們。 

時光飛逝，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結束。回首

四年前，在幫浩文選擇學校的時候，只差少少

便會與明愛翠林幼兒學校擦肩而過。最後可以

入讀這間學校可能也是一種緣份。起初只想在

讀完 N 班就轉去其他看起來更加漂亮的學校

（裝修好的），沒想到這一讀就是四年的時

間。在這四年之中，在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及

幫助下，看到孩子各個方面的進步，我和爸爸

都非常開心。在此多謝老師常常提供一些專業

的寶貴意見給我們。 

謝浩文家長 

 



 

 

 

 

 

 

 

 

 

 

 

 

 

 

 

 

 

 

 

 

 

 

 

  

  

文迪:在幼兒學校裏，我喜歡與張

紀陶一起玩耍，我亦喜歡陳老師

教我寫字、倩鈴老師教我唱歌和

廖主任與我們一起玩戲劇遊戲。 

時間過得飛快，仿佛一眨眼兒子便已 6 歲

了。現在，已經要幼稚園畢業，即將面對更

大的挑戰，升小學了。相信讓孩子有能力迎

接無窮的挑戰，一定是在幼稚園時一點一點

累積的快樂，知識，好品德，好讓他不怕將

來多少的風吹雨打，都必能迎難而上！ 

感謝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全體老師，校長，同

工每天悉心栽培這小不點。祝願您們身體健

康，將培育幼兒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造福

社會！           

郭文迪家長 

 

樂暉:在聖誕聯歡會時，我最高興的是爸爸、

媽媽、哥哥和我到學校一起玩攤位遊戲，他

們還有看我唱歌表演，我覺得很開心。 

好多謝趙翠珊校長和各位老師的栽培和教導，

照顧和關愛，感謝你們平時的辛苦付出，令樂 

暉慢慢地培養出自信，愛分享，愛學習的性格。見到

小朋友的快樂笑容，完全感受到他們上學是多麼開心

又愉快！現在樂暉快要畢業了，進入另一階段，由此

衷心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姨姨們這四年給他愉快

的寶貴時光！ 

楊樂暉家長 

 

進賢:我喜歡在自由遊戲時與藹茵及 

濼謙砌積木，我亦參加快樂小蜜蜂，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不同的合作遊戲。 

致全體教職員 

時間飛快，一眨眼孩子將要升小學了，由於工作忙

碌，未能教孩子各方面的知識及自理，孩子現在所學

到的東西有賴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孩子每天回家都

跟我說，在學校很開心，學校近年不斷改善，變得更

好，跟着完美的道路前進。 

何進賢家長 
 



 

 

 

 

 

 

 

 

 

 

 

 

 

 

 

 

 

 

 

 

 

 

 

 

 

 

 

 

 

濼謙:我很開心與進賢一起畫畫，我也 

會和他到沙灘去遊玩。老師也很愛我，

教我唱歌，也會稱讚我上堂留心，並會

請我吃粟米波，我很開心。 

畢業了， 即將是濼謙另一個人生階段的開

始， 作為媽媽的我，有數不清的體會和感

受啊！感謝趙校長、主任、書記、一班很好

的老師和姐姐們的付出和努力，每一位也是

和藹可親，也充滿著耐性與同理心，教導小

朋友正確價值觀和良好品格行為，這些耐性

與關懷，讓大家感受到愛和溫暖，幼稚園是

一個學習開始及啟蒙，這一切相信他們能一

生受用。很慶幸能認識到你們！在此向各位

送上無限祝福。願各位幸福快樂！謝謝你

們！ 

朱濼謙家長 

 

曉烽:我很喜歡老師與我玩戲劇遊戲，很有

趣，謝謝老師設計好玩的遊戲給我玩。除了

謝謝老師，我亦想多謝婆婆，我知道婆婆很

愛我，很關心我。每次學校的親子活動會陪

我玩遊戲，教導我，提醒我做好孩子。婆婆

我愛你！ 

曉烽從牙牙學語開始就讀明愛翠林幼兒學

校，一瞬間就讀四年光景，好快過去了，真

是難捨難離。但是越難捨都要離！因小朋友

在這間快樂和呵護備至，因材施教，有教無

類的學校裡，畢業啦！ 有無數位老師和校

長愛心爆棚，無私奉獻，將每個小朋友悉心

照顧。現祝福各位老師，校長身體健康！未

來還有很多小朋友要關注，加油！萬分感

謝！多謝你們！ 

黃曉烽家長 

 



 

  
靖雅:在幼兒學校，我認識了不同的朋友，

我們一起畫圖畫，玩積木，還可以到傾心角

說秘密。我記得老師說過傾心角說秘密時不

可讓其他人知道，我覺得很有趣。 

給各位老師: 

感謝各位於四年內將各位的心機及 

時間投放於各學生身上，為各位學 

生改善他們的缺點及提升優點，感 

謝你們專注地照顧每一位學生，留 

意他們每位上堂的表現及告知每一 

位家長不知道的事情，感謝每位老師四年 

的努力，希望女兒長大後能成為社會棟樑，

能貢獻社會，及緊記每位的教誨。 

梁靖雅家長 

悅謙:在幼兒學校很高興認識不同的好朋 

友，小朋友生日時，他們與我拍照和分享 

蛋糕。我也感謝老師設計不同的遊戲， 

讓我玩得很開心，學習得很快樂。 

三年時間過得真快，回頭一看，就好像是 

昨天的事。在過去的三年時間裏，看著一個全不

懂事的孩子在老師悉心的教導下不斷成長，就如

一顆小種子在溫暖的陽光下變成一棵小幼苗，令

人感到安慰。三年時間，真的多謝各老師和校長

教導及陪伴成長。 

杜悅謙家長 

 

俊熙:我喜歡與老師和小朋友一起玩戲劇 

遊戲，我覺得很好玩。回家後，我也會和 

家人分享遊戲玩法，與他們一起玩。 

校長，各位老師，姨姨： 

感謝各位對小兒俊熙多年的教導及愛護，他

由 N1開始入讀至今，不知不覺由一個跌跌撞

撞的幼兒，教導他成為一位堅強、有自信、

有愛心及會分享的小童，再一次多謝各位！ 

蔡俊熙家長 

 

澤軒:在幼兒學校裏，我很高興認識了一班好

朋友，他們與我一起學習和玩耍。我也謝謝老

師經常與我們玩好玩的戲劇遊戲。 

校長，老師們： 

感謝你們在這四年裏對我們的孩子悉心 

照顧，教導，鼓勵。 

金澤軒家長  



  偉雄:多謝天父給我力量，讓我可以和謝浩文一起

畫圖畫。我也感謝老師教我讀書，教我唱歌，令我

可以唱好聽的歌給家人聆聽。 

致明愛翠林幼兒學校親愛的校長各位老師及姐姐: 

偉雄在校四年由一張白紙至現在學會很多事物， 

作為家長的我感到很高興。真的很多謝級老師 

的教導使他可以順利踏上小學的里程。再次多謝 

校長及各位老師。祝教安。 

陳偉雄家長 

鍚豪:謝謝陳老師和倩鈴老師教我唱歌、寫

字，也教導我孝愛家人和朋友，做個乖孩子。 

轉眼楊鍚豪便將畢業。回顧過去四年，看着他

由不能自理至能讀書寫字，做家長的可以確切

地感受到老師對鍚豪所投放的心機及耐心，得

借此機會向校長，老師及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全

體員工表示衷心的感激,未來希望你們繼續努

力，加油! 

楊錫豪家長 

 

文珊:我喜歡與 Kenny哥哥、廖主任、

倩鈴老師和陳老師玩戲劇遊戲和說故

事，他們說故事很動聽，而且遊戲好玩

又刺激，我玩得很開心。 

尊敬的趙校長，主任，老師和姨姨: 

您們好！時光飛逝，文珊即將結束幼兒

學校的生活。回想文珊剛入校的時候，

她會膽小怕事，而且話語不多，遇事只

會哭。到現在，她懂得與人分享，自信

心和自理能力、知識上也有很大的進

步，這些都離不開這四年來老師們愛心

和耐心的教導。在此衷心感謝趙校長，

主任，姨姨對文珊的教導和照顧，非常

感謝！ 

葉文珊家長 

 



  

紀陶:謝謝老師教我寫字讀書，

也會跟我們玩戲劇遊戲，我感到

很開心。升上小學後，我會掛念

老師，我會回來學校探望老師。 

校長，老師們： 

回想紀陶從 N1 班至 K3 班已 4

年，頭一年時常不想上課到現在

沒有了，記得有次紀陶發燒，老

師們適當的安撫和爸媽溝通令

我們很感動！選小學時校長、劉

老師有很詳細的指引，謝謝給紀

陶一個美好的回憶！ 

張紀陶家長 

 

家誠:鍚豪和紀陶是我的好

朋友，我很喜歡和他們一起

玩積木玩具。我們會一起合

作砌玩具，也會一同分享

玩。有時候，我跌了玩具，

他們會幫我拾玩具。 

K3班各老師及校工： 

家誠要離開幼兒園了，過去

3 年感謝各老師教導及照

顧，祝各老師身體健康，繼

續努力！ 

陳家誠家長 

 

韻芝:我記得有一次媽媽來到學

校陪我一起畫環保袋，我很開心

呀！多謝爸爸和媽媽愛錫和教

導我，升上小學我會努力讀書，

長大後孝順他們。 

感謝明愛老師、校長悉心照顧我

女兒，讓她由 N1班至 K3班從遊

戲中學習，讓我女兒好好學習，

在一個開心地方成長。本人兩夫

妻真是感謝明愛幼兒園校長和

所有老師，無言感激同感謝你

們。祝你們身體健康，工作快

樂！工作順利！ 

周韻芝家長 

 



 

 

  柏謙:我在幼兒學校裏喜歡唱歌。我唱歌

時，陳老師稱讚我唱歌好聽，我感到開心。

謝謝老師教我唱歌和做個聽話的孩子，讓我

可以唱歌答謝爸媽的辛勞。 

 

明愛翠林幼兒園老師及職員、校長: 

多謝大家這 4 年裏，對柏謙的照顧及教導，

使他成長了不少。眼見學校不斷的進步及創

新，可見校長和老師們都很用心去教導學

生。明愛所有老師，職員等，都讓我可以好

安心，放心把兒子帶到學校上課，全部都很

有愛心和耐性。很高興柏謙可以在明愛讀了 4

年，成為一個開心的孩子。 

高柏謙家長 

 

穎晞:我在幼兒學校很開心，因為老師會教

我寫字、畫畫和舞醒獅。我想多讀書，多

學習字彙，長大後，我可孝順爸爸和媽媽。 

感謝明愛翠林幼兒學校的各位老師和校

長，穎晞這四年來不斷變化，特別 K3 更加

懂得主動做功課和做家務。相信老師們的幫

助和教導是非常重要，辛苦你們啦！穎晞的

四年寶貴時間有賴你們的悉心照顧，讓她更

有智慧和愛心去懂得愛護別人，幫助別人。

孩子四年的成長，生活中、生命中能有老師

們的出現幫助，讓她的學習生活更加有趣生

動，感謝你們，非常感恩！ 

何穎晞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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