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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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賢: 我記得媽媽和我參加親子畢業旅

行，雖然當天下著雨，但我仍覺得很開

心。現在要離開幼兒學校，我會很掛念我

的老師。 
 轉眼間，頌賢九月將升小一了。這四年他長大了很

多，亦看見老師付出了很多愛心來教導頌賢。最大

轉變是他由一位怕表演、唱歌的小朋友，在老師的

鼓勵和教導下變成一位愛唱歌、愛分享校園趣事的

活潑、可愛小朋友。明愛老師很好，會用心聽家長

心聲，會幫忙教導小孩，亦會教導家長教小孩的方

法。這些寶貴的分享亦令我由一個不知所措，教為

何物之家長變成一個會開始聆聽，看看孩子心理感

受之家長！明愛不但會教導孩子，愛護孩子。亦會

照顧家長所需，陪伴我們一起成長！在此多謝明愛

翠林幼兒學校的每位職工，這四年不斷付出愛，令

孩子有個快樂的幼稚園生活！現在要分開了，有十

萬個不捨！心想在哪兒才能有這些老師呢？祝各人

身體健康！日日開心！ 

麥頌賢家長 

政諾:我在學校認識了很多好朋友，我們

一起玩的時候很開心，現在要離開了，

我感覺有些不開心，幼兒學校的生活令

我很難忘，我會很掛念老師和同學。 

 很感謝各位教職員(校長、老師、嬸嬸和文職

人員)一直以來的教導和幫助及照顧。政諾從

前是一個較膽小的孩子，對每樣事情也因為害

怕而不肯嘗試，透過老師這幾年內不斷的循循

善誘和鼓勵，現在他變得比從前勇敢，亦更有

自信。我的一對兒女若螢和政諾都分別在貴校

就讀四年多，很感激全體職員除學業外，都培

養他們的自理能力、思考能力和體能發展，讓

他們有一個愉快、充實的童年。 

我亦非常感謝老師在課堂中和活動中把天主

的福音帶給兒童，讓他們在生命中可以接觸天

主，信靠天主，成為天主的子女。感謝天主！ 

許政諾家長 

 



 

 

 

 

 

 

 

 

 

 

  

  

玟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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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各位老師及員工你好： 

轉眼學期又到尾聲，回想玟嬉已過了四年幼稚

園學校生活，這四年間玟嬉從學校中不單只學

了課本上的知識，還學會很多生活上的技能，

這些全賴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各位老師及員工

悉心教導下，才有這樣好的成果。尤其 K3班，

玟嬉的中、英、算術可見突飛猛進，對於將來

銜接小一課程，可以大有幫助。在這裡本人向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各位老師及員工講聲多

謝！回想當初本人將玟嬉送往貴校就讀，是明

智決定。在這裡本人向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各位

老師及員工，祝往後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李玟嬉家長 

御風: 我要到小學了，我記得和小朋

友一起玩耍是最開心的。我要離開

幼兒學校，我會很掛念老師，老師

很善良，很愛小朋友，我一定會回

來探老師。 

首先感謝學校所有老師充滿愛心及關懷的教導，令御

風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御風每天回家都會分享在學校

發生的趣事，包括照顧他的老師和工友，在 N1 班的

時候，很喜歡珠姐每天照顧他，很喜歡杜老師和桐桐

老師，K2 班時候喜歡練老師，我問他為什麼?他說:

「因為老師很可愛!」隨着每一年的成長都會遇到更

多用心教導他的老師，在周老師身上學到了知識，王

主任會講故事教他專注，陳靜老師教他珍惜朋友，這

些都是從御風口中得知。而校方和家長也有良好的溝

通,還有很多親子活動，在學校的四年生活中令御風

成為了一個善良友愛及純真的小朋友，更認識了很多

好同學，相信多年後當御風長大，回憶起童年時在幼

兒學校的生活，必定是他既快樂又深刻的難忘回憶。

再次多謝校長及各位老師！        

                                  陳御風家長 

 



 

 

 

 

 

 

 

 

 

 

 

 

 

 

 

 

 

 

 

 

 

 

 

  

梓榣: 我畢業了，覺得很開心，在學校我  
愛與黎秋婷、葉奕君和彭雅雯一起玩，
但現在要分開了，我有些不捨得。還有
我的老師，要和她們說再見，我會很掛
念她們，希望以後可以回來探老師。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嬸嬸: 
梓榣在學校完成了三年的學習，即將畢業了。遙想
當年，梓榣初入學是一個不會說廣東話、脾氣差、
不願分享、不善表達的小朋友，作為家長每天都很
擔心她會無法融入學校生活。很感恩，經過老師的
悉心教導，見到梓榣一點點慢慢地改變，越變越
好。現在的她每天很樂意分享自己在學校的開心
事，並願意聽取別人的建議。她變得自信、開朗、
懂得關心他人。梓榣經常說她很愛老師，因為老師
們都很愛她。 
學校提供了合適的資源、環境，讓小女能從快樂中
成長，在這三年時間裏，我和家人都能感受到學校
的用心和愛心。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學校，感謝每位
老師，你們的熱誠和愛心，讓她熱愛上學，同時亦
要感謝各位工友，你們在後勤的努力，讓她有一個
整潔舒適的學習環境，正是你們的付出，成就了小
朋友的健康成長。 

王梓榣家長 
 

宇豪:我最愛玩玩具，老師很愛

我，教我寫字。我覺得自己進步

了很多，我會很掛念我的老師。 

尊敬的老師們: 
您們好！時間過得真快，四年過去了，宇豪由一個
甚麼都不懂的孩子，經過四年的學習如今已變得有
禮貌和懂事。 
關於學習，我最欣賞學校有「關愛長者」這個課題，
宇豪從中學會了關心、照顧和幫助長者，並且能關
愛家人。 
這些年來一直有賴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由於宇豪
很多方面的不足和學習上的困難，從而令老師們在
教導他時較為費神，勞心勞氣和吃力，在此我深深
的感到抱歉。 
即使這樣，老師們也對他從不放棄，不辭勞苦的繼
續教導他，我特別感謝周老師推薦宇豪給兼收老師
劉老師跟進他的學習。 
非常謝謝劉老師教會了我這麼多方法和技巧，在家
能夠進行訓練和學習，同時還要謝謝王主任、周老
師、陳靜老師，她們常常在我接放學的時候，很有
耐心講述他在學校的情況和表現。在這裏我很感謝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的所有老師：你們辛苦了!   

黃宇豪家長 



  綺蕎: 我愛老師和我玩遊
戲，當我不開心時，老師會
安慰我。現在快要到小學，
我覺得很開心，我要做個守
規矩，有禮貌的小學生，還
要時常回來探望老師。 

不知不覺又已經四年了，家中第二個
孩子即將要在幼兒學校畢業，四年光
陰匆匆，不捨也期待新一頁的來臨。 
憶起當天綺蕎跟着家姐挽手走進學
校，到去年她就成為姐姐，挽着妹妹
進校，我們感觸良多，老師們一直與
我們一同見證著這點點滴滴，跟我們
喜怒與共，在一個四年過去，老師們
對孩子的關愛依舊如初，孩子對老師
們的喜愛是驗證，感謝明愛翠林幼兒
學校校長、老師、全體職員的用心照
顧，循循善誘，帶給孩子健康，快樂
的幼兒學校生活，為孩子的求學旅程
打開了美滿之門，不抗拒，愛學習，
在這大愛的環境逐年進步，老師們功
不可沒！ 
願未來日子，學校老師繼續這份堅
持，宣揚愛的教育，以生命影響生命，
為你們而驕傲！          

張綺蕎家長 

晉全: 我喜歡上學，我學會了
寫字。老師教我要做個有禮
貌的小朋友，我愛我的老師 
，因為她們很愛我。 

時光飛逝，眨眼間今年晉全就
畢業了。感謝各位老師這三年
來對晉全的悉心栽培、教導及
照顧，令他能擁有一個開心難
忘的校園生活。 
回想起剛上學時，由一個甚麼
都不懂的小朋友到現在懂得
與他人相處，還能夠自動自覺
的完成自己的事情。看見他不
只行為上，還有心智上的成
長，讓我們非常感恩能夠入讀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實在不得
不由心感激各位老師對晉全
的關愛。在此特別感謝王主
任、周老師、陳靜老師及趙校
長對晉全的悉心教導。因為有
你們愛的教育及付出，讓他能
夠開心、快樂、知禮的成長。 
祝願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在教育領域的成就更 
加輝煌、更加美好。         

 
林晉全家長 

奕君: 我要上小學，我不捨 
得在幼兒學校的生活，老師
很愛我，當我不開心時，老
師會安慰我，教我解決問題
的方法。我很想媽媽陪我多
些，傾聽我的心事。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的校長、老
師們和嬸嬸： 
轉眼間畢業啦！回想起當初
奕君插班入讀 K2 的情景，我
及爸爸難免有些擔心，怕她不
適應。但很快發現我的擔心有
些多餘。她每天都很喜歡上
學，每天都回家跟我說今天在
學校發生了甚麼有趣的事
情，亦變得樂觀、自信了很
多。這些都離不開學校校長、
老師的悉心教導及每位嬸嬸
無微不至的照顧。很感謝校
長、老師、嬸嬸的付出，讓奕
君能夠在愛中茁壯快樂地成
長。 
在此我衷心感謝並 
祝福明愛各人身體 
健康，開心快樂！ 
貴校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作育英才。        

葉奕君家長 



 

 

 

 

 

 

 

 

 

 

 

 

 

 

 

 

 

 

 

 

 

 

 

 

 

 

 

 

 

沛賢: 我要離開幼兒學校升

小學了，我感覺很緊張，但

老師經常安慰我，教我如何

克服困難，老師說只要留心

聽講就甚麼都不怕。 

每次寫家長心聲時候都令我百般滋味在心

頭，從五年前有幸認識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到今天，眼見最小兒子(沛賢）快畢業了！

不得不感激學校趙校長、主任、各位老師、

蔡姑娘、寶琪姐姐及嬸嬸為我家孩子所付

出一切和陪伴一起學習成長。在這五年裏

哥哥沛霆、弟弟沛賢都是每天高高興興地

上學、開開心心地放學，和我們分享學校

事情，非常感謝您們，藉此衷心向您們說

聲多謝，給予沛霆、沛賢教導機會，並祝

願這個大家庭各人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周沛賢家長 

晞宜: 我要畢業了，我還記得小時
候，老師說我很瘦，每天都給我吃很
多。老師教會我寫很多字和認識很多
新事物。升上小學，我要勤快做事，
用心學習，報答愛我的人。我還要謝
謝我的契公公，因為他真的很愛我。 

校長、各位老師、嬸嬸: 
首先要向各位說聲「謝謝」，記得晞宜初入學時，走
路還有些不穩，與人溝通時仍以牙語和動作表達，現
在，她已有強健的身體，說話時能字字鏗鏘，見證了
她在幼兒學校，老師是多麼的用心教導。晞宜時常都
說有很多人疼愛她，她感受到「愛」常常圍繞著她，
每次與她傾談學校生活時，她都露出喜悅的神情，作
為家長，看著她的成長，真有無比的開心，所以要再
向老師們說聲「謝謝」。 
四年的學校生活很快就要過去，晞宜即將要離開幼兒
學校，期望她能將老師們對她的愛帶到小學，亦能做
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最後一個「謝謝」是感謝校長能帶領著一群有心有力
的老師，為孩子甘作僕人，每天不辭勞苦，設計不同
的活動，讓孩子從遊戲中學習，感受到學習無壓力，
老師們盡心盡力的教導，讓家長可以放心地工作。      
在此 祝願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全體員工 
身體健康，主佑平安，福杯滿溢！   

陸晞宜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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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峰:我要升小學了，我最不捨得老師，

因為她們很好，老師教我要分享，做個

有禮貌的孩子，還要孝順婆婆。 
 至校長、N1至 K3所有老師: 

在這四年裏真的很多謝你們讓梓峰由一個 
不愛上學，到現在要畢業了，他又不願離 
開學校。在現實中他感覺很不開心，因畢業禮後
要上小學，現在他亦接受了。最後希望明愛幼兒
學校，校長以及廖主任、王主任，全校老師，各
位在校姐姐，身體健康，精神爽利，可以每一年
教出一班畢業生，幫助更多同學。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利梓峰家長 

 

允廸: 我要升上小學，我覺得很開心，老
師說我很會守規則，是個好孩子，我會
記著老師的說話，做個乖學生。 

幼稚園的生活，已進入倒數。不只小朋
友，連我們作為家長，都充滿了不捨。看
着允迪不只長得越來越高大，連性格也變
得開朗、主動了。 
看到他的變化及成長，真的很感恩。在此
衷心感謝校長、王主任、周老師、陳靜老
師、練老師及各位老師和各位姨姨對允迪
的照顧、耐心、包容和愛。 

李允廸家長 

秋婷: 我愛畫圖畫，玩玩具和跳

舞，我喜歡老師教我做圖工。我要

謝謝老師，因為老師很疼愛我。 

趙校長、全體老師們 : 

光陰似箭，轉眼間女兒已長大，快將畢業了。四年

前首天步入學校的情境仍然歷歷在目。這張白紙在

老師們細心教導下，增添了不少色彩。 

老師們很好，很細心、有熱誠、很有愛，對老師們

的讚賞是非筆墨能形容的。因老師做得比我預期中

的更好及仔細。我們慶幸選擇了貴校，感恩遇上明

愛，遇上你們!  

黎秋婷家長 

敏芊: 在學校我愛和李玟嬉、麥頌賢一起玩，
我又愛聽老師說故事，現在要畢業離開學校
了，我會很掛念老師。 

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和照顧，使敏芊的每一
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敏芊很喜歡分享在
學校的學習和活動。經常和我們分享在學校
裏生活，在家經常展示學校學到的舞蹈讓我
們欣賞，又經常唱歌給我們聽，感覺敏芊在
學校是非常快樂開心的。在這裏再一次非常
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和照顧。 

徐敏芊家長 



  
青瑜: 我要畢業了，在學校我最喜

歡和黃天衡、陸晞宜、葉奕君一起

玩。我也愛畫圖畫，因為可以將我

喜歡的畫出來。 

青瑜由上年轉校到翠林讀書，轉眼就一 
年了。她是很害羞的孩子，但在學校裏， 
她慢慢學會與人相處，結交朋友，她每天上學都很愉
快，也慢慢建立起自信。另外明愛翠林的校長、老師都
很細心，經常留意到青瑜的情緒和需要，然後與我溝通。 
我和爸爸都非常感激明愛翠林所有教員、職員對小女的
關懷、愛心和鼓勵，讓她在這一年除了學會書本上的知
識、與人相處、還有一些團體內的規則，令她每日愉快
上學，也成為一個開心孩子。 

林青瑜家長 

雅雯: 我在學校最愛玩玩具，嬸嬸煮的飯菜很美味， 

我不捨得我的老師，因為她們很愛我。 

尊敬校長、主任、老師們： 
您們好！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就過了四年的幼稚園
生活，回想起四年前雅雯剛上幼稚園的時候甚麼都不
認識，膽小又沒自信，經過老師的悉心教導和 
照顧，如今雅雯變得大膽，自信也好了很多， 
又懂得照顧弟弟，亦學會了很多知識。 
在此誠心感謝各位主任、老師對雅雯學習方面 
的幫助。           
                            彭雅雯家長 
 

家豪: 我要畢業了，我感到很興

奮。我愛老師和我們玩遊戲，老

師教我要做個有禮貌的孩子，要

勤力讀書。 

首先感謝趙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

嬸嬸們。 

家豪由 N1桐桐老師，K1練老師和桐桐老

師，K2周老師、王主任和練老師，K3王

主任、周老師和陳靜老師教導和照顧。

在這四年明愛生活中，家豪在這幾位老

師教導之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更加有自信，自己的事自己做，開始學

懂獨立處事和懂得尊重別人，有時家豪

令到老師生氣。多謝您們包容和提示

他，教導他做好一點，還時常給他鼓勵。

四年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家豪也即將成

為小學生，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辛

苦了！ 

祝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全體員工，工作順

利、身體健康！ 

劉家豪家長 

 



     浩森: 我愛老師和我
玩遊戲，現在要離開
幼兒學校，我會很掛
念老師，希望以後可
以經常回來探老師。 

子誠: 我在幼兒學校最
開心就是吃飯，因為我
喜歡吃飯，我也愛和黃
宇豪一起玩。我喜歡老
師，因為老師很愛我。 

致趙校長，各位主任，各位
老師： 
轉眼間，幼稚園生活差不多
完結。回想起子誠剛上幼稚
園的時候，甚麼都不認識，
既膽怯又害羞。經過老師們
的悉心照顧，因材施教下，
子誠性格變得活潑、大膽。 
非常感謝校長、各位主任、
各位老師及各位姨姨悉心教
導和細心照料，令子誠於的
幼稚園生活獲益良多，渡過
了一個愉快的童年。 
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工
作順利!心想事成! 
                 林子誠家長 

在心: 我升小學了，我真的很掛
念幼兒學校的老師，因為她們很
疼愛我，當我不快樂時，老師會
安慰我，教我如何做個勇敢的小
朋友，老師說天主一定會保守我。 

回想在心四年前入讀明愛翠林幼
兒學校時，在語言發展、認知及自
理上，仍然十分幼嫩。到今天，她
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有顯著進步，
這多得各老師多年來對在心的悉
心照料。 
這些年，在心的濕疹情況常有起
伏，多謝老師的關心，不時提議不
同的治療方法，並幫助在心在校塗
保濕膏，以減輕她的症狀，能專心
學習和有正常社交。 
我曾問女兒，這四年在幼兒學校，
甚麼事最難忘的？ 在心的回答是
老師、南瓜和玩具。我想，這也許
代表就是明愛翠林幼兒學校，給女
兒最關鍵的成長養料：老師的關
愛、充足的營養及合宜的 
教學內容。在此我們由衷 
感謝校長、老師們無私的 
愛及付出！ 

陳在心家長 
 

校長，老師們： 
回想浩森在 K2 轉學入明愛幼兒學校
前，我們對他在校事情，如學業、活
動、操行等......都缺乏資訊。在入
讀後，浩森在學校發生問題時，老師
不單會通知我們，亦會跟我們溝通已
確認發生問題的原因，並提供方法共
同糾正浩森的問題，實在很感激老師
作出的關心。另外，浩森於學校發生
有趣的事情時，老師亦會與我們作出
分享，老師跟我們就好像朋友一樣，
毫無架子。 
在此，本人很感謝趙校長，她帶領了一
班專業的團隊，為小朋友盡心盡力地教
導和為家長作出適當的指引，令小朋友
能有一個快樂及有意義的幼稚園經
歷，為他們未來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基
石。另外，我們亦很感激王主任、周老
師、陳靜老師及練老師，她們一直以來
的辛苦，對浩森的愛護及指導，和對我
們的容忍及幫助，感激說話，千言萬
語，盡在不言中。最後祝願校長、老師
們及背後支援的姨姨身體健康。 

 

王浩森家長 



 

 

  

周欣: 我愛在學校玩玩具，我很愛寫字，又喜
歡老師和我上堂，我要謝謝老師，因為老師教
了我很多知識。 

 不經不覺周欣將已完成四年幼兒學校的旅程！回想四
年前周欣是插班入讀 N1 班的，因當時要照顧弟弟，所
以家人極力建議給周欣去上學！當時自己都十個不捨
得！ 
周欣起初幾個月，每天都哭哭扭扭......黏著媽媽不肯
上學！老師又說她常自己站立在一旁，不肯不願和同學
溝通！我聽到都感到很擔心，很想帶她回家不再上學
了！但經校長、老師開解及鼓勵後，我和周欣很努力去
適應這心理關口！周欣終於喜歡上學了，還說認識了新
朋友呢！放學回家後，又會分享在校的開心事情！又樂
於表演在校學到的兒歌呢！我也感到非常開心和安
慰！ 
到現在周欣每天回家，都很努力綵排着畢業典禮的歌
曲、及背讀着話劇的對白。見到她那麼着緊及自信的排
練，我和弟弟也為她以掌聲打氣及鼓勵。 
周欣由不肯與人溝通，到現在說有很多不捨得的好朋
友、同學、老師。由不願表達，到現在有自信地表達自
己的喜好！看見她一點一點的轉變、進步，除了她肯嘗
試及努力學習外，更有賴各老師付出無限 
愛心、耐心、悉心的成果。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主任、各老師、校工 
姨姨的教導及照顧，以及蔡姑娘的支援。 

阮周欣家長 

天衡: 我要升小學了，我真捨不得我
的老師，因為老師很愛我，時常都說
故事給我聽，老師還教我要遵守規
則，做個好學生。 

時光飛逝，天衡已經快要幼稚園畢業了。 
非常感謝學校裏的校長、每一位老師和教 
職員，是你們為天衡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 
環境，奠定良好的基礎，讓他往後的道路 
走得更輕鬆。 
回想天衡第一天 N1 班上學的時候， 十分擔心他各樣的
情況，他會不會不吃飯呢？他會不會不午睡呢？他會不
會認識到新朋友呢？但是一眨眼間，四年已經過去，她
從一個甚麼都不會的小寶寶，變成現在的每事問，經常
挑戰父母的小管家。 
天衡能有這樣的成長，很大部份都是從他的另一個家庭
─學校裏得回來的。還記得天衡 N1的時候，經常需要用
學校的延時服務，從早上八點多上學至晚上七點才接他
回家，但他沒有因此而討厭上學，而且成長也是突飛猛
進。 
他在學校的群體生活中學會了自律、合群、自理能力等
等，也認識了許多好朋友，老師在學校對天衡的性格和
品行都有良好的規範和教導。 
學校重點推行的遊戲學習和戲劇教育，也令天衡變得活
潑可愛，回家後經常找我們玩角色扮演遊戲，學到了新
的歌舞又會表演給我們聽。 
K2之後，他還參加了學校課後的小蜜蜂隊和醒獅班，讓
他能接觸更多的群體和興趣，進一步擴闊自己的圈子。
到了 K3，學術上也進步神速，中英文字認識多了，也學
會簡單算數，並應用在生活方面。 
畢竟小孩終歸要長大，天衡九月便要離開明愛翠林幼兒
學校去讀小學了，在此我再次衷心感謝學校裏每一位教
職員，是你們令天衡過了一個快樂而充實的幼年，希望
學校各位教職員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繼續為未來的兒
童循循善誘，作育英才。 

黃天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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