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全體職員： 
 
不知不覺俊諾在貴校已進行幼兒學習的尾聲
階段，很感恩俊諾能在一間充滿愛和關懷的
學校學習，由當日牙牙學語的小朋友，瞬間
變身做一個口齒伶俐的大哥哥，全賴學校每
一位老師、主任、校長、嬸嬸的關顧，回望
過去四年時間，多得每一位職員辛苦的付出，
令我做媽媽的可以了解俊諾在校內時的表現，
從而增加對小朋友發展的配合，我真的衷心
感謝每一位，令俊諾在人生第一學習階段留
下美好的回憶，希望各位職員能夠繼續加油！
努力！謝謝大家！ 
  
K3班朱俊諾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衷心多謝明愛翠林幼兒學校裡的趙校長和所有教職員，一隊以心為心的
團隊，令小朋友能快樂成長，懷著信心迎接新階段。感謝每一年的班老
師，每位都全情投入教導學生，除了學習上，品格和情緒上如有問題，
老師都會提出適當的協助，能遇到這完善的幫助，是孩子的福氣。今個
學年要面對突如其來的停課，而停課不停學的理念下，老師發揮很大的
潛能和創意，在網上學習上能引導小朋友增加學習興趣而且令他們更珍
惜上學的日子。多謝大家在疫情下，為了讓學生繼續學習而付出努力！ 
如今畢業了，我們帶著感激之情離開學校，多謝你們每一位的付出，令
孩子在此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開開心心過每一天！ 朱柏域成
為善良而懂感恩的人，謝謝你們！ 
  
K3班朱柏域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四年真的霎眼就過了，當年像一隻小樹熊的心悅，戰
戰兢兢地拖著媽媽手踏入校園，由媽媽爸爸和工人姐
姐組成的陪課戰隊，唱歌時會抱緊媽媽的腳，午睡時
要姐姐陪睡。到後來表妹入學，心悅模仿姐姐照顧她
的方法來照顧表妹，忽然大姐姐上身，到後來做小天
使去服務其他的小朋友，好感謝老師們給予機會讓小
朋友去服侍和幫助同儕；亦讓小朋友代表學校去表演，
有機會可以踏上台板，除了小朋友可增強自信和體會
團體合作外，亦因為這次的表演而成立了家長群組，
因此家長們也變得更團結及互助。 
對我而言，跟明愛翠林的關係是由姐姐入學開始，至
今已經7年了，媽媽也未曾嘗試過在一間學校讀7年這
麼長的時間。妹妹心悅畢業，除了代表兩個小朋友已
踏入新階段，媽媽更要接受以後不會再有一班對小朋
友上心的老師去照顧她們。媽媽都要覺醒，今後就要
自己去處理小朋友的學習和成長，不可以再依賴老師。
說到底，最不捨得的反而是媽媽。續… 
  
 



  

最後一次寫家長心聲，很想借這個空間，感謝這7年來照顧過兩位姊妹的教職員： 
趙校長 – 很難得會有一個校長能認到每一個小朋友，好難忘你說心悅“好擦得”，她真的
很愛吃東西。更難忘你們職員之間的緊密合作，每次活動中出了亂子，你們一個眼神交流後
就會很自然地走位互補，建立這份默契真的不容易。 
 
王主任，練老師，吳老師，梁老師 – 這幾個月真的辛苦了大家，這次疫情的影響真是前所
未有，大家都是摸住石頭過河去做，從失敗中去努力改進，相信大家的解難能力和資訊科技
的技巧也進步不少。 
 
廖主任，周老師，倩鈴老師，劉老師 – 多謝你們教導姐姐心平成為一個善良和正直的小朋
友，現在在小學裏她是一個很受同學們歡迎的小朋友。 
 
寶琪姐姐 – 多謝你每次活動為我們拍了很多的相片，令我們可以留念。 
各位嬸嬸 – 感恩你們每天悉心準備的飯餸，也緊守校園的清潔，我們的小朋友才可以每一
位也肥肥白白，在健康衛生的環境下成長。 
 
還有離職的羅老師，杜老師和楊老師 – 感謝你們在兩姊妹入學初期的支援。特別是杜老師，
當年心平初做姐姐時的情緒問題，感恩有你和當時的班老師幫忙疏導心平的情緒，令她接受
妹妹的加入。請老師幫忙向她們轉達我的謝意！ 
在明愛翠林長大的小朋友好幸福，每一位職員都很愛錫小朋友，如以上有遺漏請見諒。續… 
  



  

一場的疫情，為小朋友的學前生涯無聲無色地畫上省略號…恕我未能添上句號，因很多事情
只因疫情而暫停，未完成，未完結，所以極其量只可以配上省略號。期待疫情過後，大家除
低口罩，握手擁抱說說再見… 
  
雖然今年畢業禮已泡湯，引用3年前姐姐畢業禮，聽了令我淚如雨下的一首歌作結： 
再見今天  揮手說說再見 
道別這天  握手說說再見 
流著眼淚  擁抱道別 
約你某天再遇見 
說說再見  父手必抱著你 
說說再見  父光必照著你 
鈎手指尾  約定共你 
做個好孩子  不管天氣 
  
K3班李心悅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間子淇已在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渡過了四年快樂的時光。起初她入學時還像個一個小寶
寶 ，到現在的她已變成了一個充滿自信，懂得分享，
懂得關愛別人的小人兒了。 
眼看她由一個信心缺缺，戰戰兢兢地四處探索，到現在
她會細心觀察，主動發問的小孩。 又由一個只會躲在
媽媽背後或是黏著朋友的小人兒，變成現在會主動與新
朋友一起遊戲、搭訕聊天。這些一切一切的轉變都是有
賴明愛翠林幼兒學校老師們對子淇的悉心栽培，讓她可
以慢慢的嘗試、逐步的探索，從而建立自信，學會認識
自己、了解別人；懂得愛自己更關愛別人。 
感激老師們、校長、書記及嬸嬸，對子淇的關愛，正因
為在愛的環境中長大才懂得愛，在不久的日子就要離開
幼兒學校，去到小學了。期盼子淇能懷著愛心，去認識
新朋友；懷著好奇心去學習新知識。祝願每一位老師、
同學都身體健康，展開新的一頁。再見了！ 
 
K3班林子淇家長 



親愛的校長丶各位老師及姐姐： 
    子睿由K2上學期插班，轉眼間就畢業啦！
起初，我最擔心是他未能適應新環境，會對
上學產生抗拒，但他第一天放學時，就跟我
說他很喜歡新學校，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感
謝您們對子睿的付出和教導。 
     受著疫情的影響，我未能親眼見證子
睿身穿畢業袍向各位老師及校長道別的一幕，
老實說，是非常遺憾，但我相信疫情總會有
完結的一天，到時，期待再與校長丶老師丶
各位同學重聚，談談天丶拍拍照，一起回顧
彼此昔日的快樂時光。 
     在此，願主繼續帶領及祝福明愛翠林
幼兒學校師生身體健康丶生活愉快。 
 
K3班陳子睿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朗朗在這四年裡改變了很多，這是各位
的耐心和愛，不只是朗朗感受到，連我
和爸爸都感受到。朗朗不停問我為什麼
要離開明愛翠林？為什麼不可以一直在
明愛翠林讀書？他有多麼不捨，但不只
朗朗，連我和爸爸也不捨得。這四年裡
老師不只照顧朗朗，連我和爸爸的情緒
也很關心。我們這一家有老師的幫助，
真的是非常感恩。希望以後我們也能保
持聯絡。 
祝各位健康、平安、幸福！ 
  
K3班伍浩朗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不知不覺雅喬在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完成4年的幼兒學校的生活。我
非常感激有明愛翠林幼兒學校，令我能夠在這4年間兼顧到工作以
及育兒。 
雅喬是我第一個孩子，成長路上我抱著許多迷茫和擔心，學校的
老師非常熱心跟我分享孩子在學校的一舉一動，更會給予教育上
的意見。雅喬是一個難以適應新環境的孩子，學校能夠安排吳老
師由N1班帶著大家升到K3班，即使有新的班老師更替，她一個小
娃娃還是能夠找到熟悉的長輩幫助；練老師作為兼收位老師，經
常向我分享雅喬的進步，指導我如何幫助雅喬；王主任跟我說雅
喬在班裡如何發揮創意，做到厲害的砌圖及繪畫等等；每一次接
放學時的分享，都令我感到明愛的老師們非常留意孩子們的一舉
一動；老師們更會細心安排同學之間互相關懷幫助，雅喬在校內4
年得到各位老師們的悉心照顧，明愛老師們的愛心，我從這4年來
的日常生活裡感受到。 
世事無常，今年K3班受到疫情影響，無法跟同學們一同參加最期
待的小一適應課程，連畢業典禮也無法舉辦，生活環境將要面對
巨大的變化，願我們的孩子及老師們能夠身體健康，安穩快樂。 
 
K3班楊雅喬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 
  
轉眼間小朋友們畢業了！今年亦因為這個疫情，令到
畢業禮一路延期無法舉行........ 
在學校安排下，特意為這班小朋友舉行視像畢業禮，
雖然不是盛大的畢業禮，但總算可以令這班孩子感受
畢業禮的過程，亦是今年的K3班最難忘的畢業典禮。 
過去兩年梓勤認識了很多同學，學習穿衣穿鞋，一些
比較簡單的自理能力，進步了不少，記得初時哭着上
學，到現在也是如此......對他來說應該很難改掉這
個習慣。 
這一年上學時間不多，學的東西也很少，很多小朋友
留在家接受網上教學，學到的未必足夠應付小一生活，
小朋友面對更多挑戰，希望他們很快適應小一生
涯...... 
  
K3班鄭梓勤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光陰似箭，日月如棱，柏源從
學前班愛哭的小弟弟，轉眼間
已到了高班快要畢業的大哥哥。
柏源不經不覺在明愛翠林幼兒
學校已有4年了，很感激老師
一直悉心教導，無盡關懷。期
望柏源可以學有所成，將來回
饋社會。 
 
K3班陳柏源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 
  
感謝各位老師及校長、主任、各位
姐姐這四年來對晞洛的悉心栽培、
教導及照顧，他在自理、待人接物
各方面一直在進步，心感安慰及感
恩。感激學校以愛為本，老師們充
滿愛心及耐性，幸運四年前能夠加
入這個大家庭！ 
 

K3班陳晞洛家長 



尊敬的校長丶尊敬的各位老師們: 
三年的幼兒學校生活轉眼就完美結束畢業了，
雖然這畢業典禮有所不同，但在這三年幼兒
學校生活給我家女兒留下了最美好的童年回
憶，這一切都謝謝老師們，謝謝老師們這3年
來的辛苦教導，謝謝老師們的照顧，關心。
幼兒學校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也是第
二個家，是接受啟蒙教育的地方，健康成長
的樂園。從她進入幼兒學校的生活後，我切
身感受到她日益成長的變化。每次的親子活
動或家長會面都看到她展現學到的本領，老
師熟悉的介紹或說些她在校園表現告訴我怎
麼輔導她，作為家長內心都感到欣慰。最後，
再一次對各位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 
 
K3班曾裔婷家長 



親愛的校長丶老師們及各位嬸嬸: 
 
一轉眼四年快將過去，回想當日嘉
盈第一天上學的情境，猶像昨天發
生一樣，感覺她不經不覺長大了，
一切都因老師們的悉心教導，才會
令她成為能夠替人設想、充滿愛心
的孩子。在此由衷的感謝校長、每
位老師、每位校工嬸嬸，努力不檞
地教導、幫助嘉盈，祝各位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 
 

K3班曾嘉盈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 
  
由K2到K3轉眼間，鋅侒就快畢業了，在這短短兩、三
年間，鋅侒可以在這一所充滿愛心的校園上學，渡過
了快樂的幼兒學習階段，由不喜歡上學到每天都想上
學，這種開心和感恩心情很難形容。回想到他K2剛開
學的第一個星期上學時對校園陌生的環境，懷著戰戰
兢兢的心情上學，不過隨著吳老師，練老師和各位老
師校長們無微不至、耐心的教導和培育下，令他現在
變得乖巧伶俐、思想、品行和知識層面也進步了很多，
還有不斷擴闊視野，在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
下，作為父母的我把孩子交給你們，真的很放心。 
今年是鋅侒最後一年在貴校就讀，光陰似箭，不經不
覺鋅侒在幼兒學校就快畢業了，要踏入人生的另外一
個里程碑，在此衷心感謝你們的栽培及教導！ 
 
K3班陳鋅侒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感恩琬霖能在明愛學校讀書，
她學懂獨立和與他人相親相愛，
看到她的成長，很感動。 
多謝老師的耐心和愛，照顧琬
霖，不時關心她的學習需要。 
祝各位健康、平安、幸福！ 
  
K3班曾琬霖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不經不覺裕軒在明愛差不多四年了，由最初
不太懂說話，到現在語言認知各方面都明顯
進步，而且裕軒每天都期待上學，足以證明
他在校園生活十分愉快，當裕軒知道要畢業
了，他十分不捨得老師們，畫了一幅畫給學
校作為感謝老師們多年的教導，媽媽很感動
裕軒成長了，會自發性出於內心感謝老師，
而裕軒將會進入人生另一階段，媽媽希望裕
軒保持樂觀感恩的心，繼續努力！加油！ 
最後在此多謝各位老師的教導，萬分感激！ 
 
K3班曾裕軒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 
  
轉眼俊熹畢業升小一，感謝校長和老師對俊熹關愛教導。俊
熹很快踏入另一個階段，對未知世界希望俊熹能愉快每一天，
接受新挑戰。 
  
K3班岑俊熹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回想起四年前立培還是一個幼兒，背着一個大
書包上學的第一天⋯⋯轉眼就四年了，現在看見
他穿起小學校服的模樣，才發覺他長大了不少。
感謝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各位的悉心栽培與教導，
讓他身心得到健康成長，成為一個活潑又好學
的小孩。特別要多謝吳老師與練老師，幫助我
們解決了很多難題，衷心感激！ 
 
在此祝福各位有健康的體魄，順利渡過今年的
難關。 
 
K3班劉立培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樂遙經過四年的幼兒學校生活，
從小毛蟲變成小蝴蝶快樂成長。
很多謝各位老師、校長、嬸嬸的
照顧，四年間從甚麼也需要他人
的照顧到現在開始學會照顧自己
還會關心身邊的人，明年開始進
入小學階段樂遙會好好利用幼兒
學校所教導的知識做個好孩子。 
 
K3班衛樂遙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轉眼間，鄧懿謙快將畢業了，感謝校
長、主任、老師及嬸嬸這四年來的教
導及照顧，感恩懿謙能在充滿愛的環
境下學習和成長。 
以往懿謙是過害怕失敗的小孩，因為
害怕，他不願嘗試接觸新遊戲，經過
老師內心的鼓勵，現在他不會再害怕
失敗，他很享受和期待與大家一起玩
遊戲，這實在令我感到欣慰！ 
在此衷心感謝你們及祝願你們健康快
樂和平安! 

K3班鄧懿謙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子軒已經在明愛翠林幼兒學校讀了四年。剛
到貴校真的像一張白紙，是貴校各教職員悉
心的教導，無限的關懷令子軒快樂成長！學
校舉辦各類的活動和聯校表演、聖誕聯歡會、
學校旅行和觀課活動令子軒倍增自己的自信。
新冠肺炎期間老師們不顧辛勞在網上幫同學
們上堂學習和批改的功課。在各位教職員的
幫助下，子軒順利完成高班。感謝練老師、
吳老師、梁老師、王主任在這四年你們跟進，
而且語言治療令他能順利畢業於2020年。另
外，感謝趙校長！感謝各位教職員！辛苦你
們了！ 
K3班黃子軒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各位老師，校長你們好！我是健麟媽媽！
不知不覺健麟已經在明愛翠林幼兒學校
讀了四年，回想起健麟由一張空白的紙，
直至到現在已經學會了很多東西了。例
如學會了執筆寫字，成為有禮貌的孩子，
變得有自覺性等...之前健麟是一個很怕
羞的孩子，是沒有很多說話的小朋友，
直至現在他已經會講很多說話，亦很喜
歡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是個開朗的小孩。
真的很感謝一直以來教導過健麟的所有
老師，校長的悉心照顧，希望以後有時
間回來探望你們。 
K3班劉健麟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教職員： 
  
「叮噹叮噹，放學鐘聲響，我們說聲再會，明
天再相見。」 
這是三年前，紀宏上學之後，第一首回家唱給
我聽的歌曲。轉眼間，三年的幼兒學校生活就
快過去，他捨不得校長、老師和嬸嬸對他的關
愛及無微不至的照顧，還有小朋友之間的友誼。
三年幼兒學校的生活點滴，我相信無論家長與
小朋友都會十分難忘。 
回想起紀宏剛剛上學，經常大哭，情緒不穩定，
很感恩老師的耐心引導和陪伴。他現在進步很
多，很喜歡上學。放學的時侯，總是笑容滿臉，
喋喋不休地跟我說學校的所見所聞。我真的好
感激校長和老師的培育和付出。在此我祝福校
長、老師和嬸嬸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K3班葉紀宏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