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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熱針

嬰幼兒也能 STEAM?

從認知發展的觀點來看，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ematics）可以從小開始學習，
爸爸媽媽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在家跟寶寶一起探索STEAM。

認知發展是關於寶寶思考、探索、自己弄清楚一件事的過程。記住一件事、學會新資訊……都是認知發展的一部
分。認知發展從出生就開始，因此包括數學、科學、藝術等STEAM項目，都可以從出生開始學習。
研究顯示，即使是小嬰兒，也有能力學會觀察、發現、探索周遭的世界。美國國家科學老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指出，愈早接觸STEAM教育，愈能培養孩子對數理科學的好奇，以及對周遭環境的
關注，也為入學以後的學習奠定基礎。在家裡，爸爸媽媽可以這樣做，讓寶寶在日常生活中學習STEAM。

兩歲以下嬰兒：
• 跟寶寶一起探索周遭的新事物、新環境。用驚嘆和好奇的表情，示範給寶寶看，觀察一個新事物是多麼有趣。
• 跟寶寶一起讀介紹植物、動物、或其他科學知識的資訊類繪本。挑選有很多照片而非圖片的圖書。
• 鼓勵寶寶多用手觸摸不同材質的物品。

兩歲幼兒：
• 繼續跟孩子一起練習觀察事物，同時提出問題。例如，看魚游泳的時候，可以問：「你覺得魚怎麼呼吸？」「你覺
得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種顏色呢？」「魚的身體跟我們的身體有什麼不一樣？」
• 做一些簡單的「實驗」，可以多重複幾次，讓孩子有機會多觀察實驗的結果。例如，兩個看起來外表一樣但材質不
同的球，一個在水裡會沉下去、另一個會浮起來。
• 在日常生活中，發掘機會讓孩子觀察各種現象。例如，洗碗的時候，讓孩子觀察把洗潔精加入水中會有什麼結果。
一邊看，一邊用語言描述你們看到的。例如：「你看！水跟洗潔精不會混在一起。洗潔精會沉到水底。如果攪動
水，就會起泡泡。」

學齡前幼兒：
• 在家烘培，邀請孩子幫忙準備食材，例如教他們搓麵糰，並且引導他們觀察當加進不同材料時，麵糰會產生什
麼變化。
• 養成喜歡觀察與問問題的習慣。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跟孩子相處時多觀察周遭環境，提出問題來問孩子。

生活裡有深度的玩

也就是說，父母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和孩子透過「洗澡時間的科學」、「玩具就是工具」、「家庭烹飪
時間」等進行幼兒STEM教育，或許當幼教界對於幼兒STEM教育還爭論不休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陪孩子一起烤麵
包、一起土法煉鋼設計餵魚器的歷程，反而才是幼兒STEM教育精神真正的展現。

蔡麗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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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親子天下】2019.05.22

至於在父母端，正如美國全國幼兒教育協會所強調的，父母可以提供孩子「足夠且深度的玩」的機會，透
過對日常生活現象和事物的觀察、產生好奇、進而動手探索（explore），再因探索產生問題，引發深度的探究
（inquiry），包括自發性的觀察、測量、記錄、表達等，為了解決真正的問題，幼兒會進一步想要設計工具或機
關，於是這種對生活周遭科學與數學現象的探索與探究，就會加進工程和科技中動手操作及力學和運動學等，形成完
整的STEM 探究歷程。

在本年度下學期，學校曾先後因應主題的發展，設計多項延展活動，培養幼兒在五育各方面均衡發展，並養成良好生
活習慣，為生活作好準備；同時，激發幼兒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為未來學習奠定基礎。

校園繽紛

大自

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個人與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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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數學

體能與健康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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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非常重視課程發展，各級通過主題綜合教學，因應幼兒個性特徵和發展規律，並配合幼兒的成長需要及興趣，創
設多元化環境，設計適切的課程，讓幼兒能從遊戲中學習。同時，幫助幼兒建立對己、對人和對事物的正確態度。

廣播站

幼兒班
小測試！大發現
幼兒透過不同主題的小組活動，探索物料、測試、求証，
發現真相，從而培養及提升他們的探究精神。在「車輪滾
滾滾」活動中，幼兒探究圓形及方形車輪在斜台上「滾
動」與「滑動」的動作。在「看誰跑得快」活動中，幼兒
探索不同高度的斜台與車子速度快慢的關係。

小幫手
因應繪本「氣球國」中的情節，幼兒為恐龍設計防水雨
衣，從而探索不同物料的防水程度，以及為氣球國的人民
合作運送球給他們，藉此培養幼兒樂於助人的心。

還有誰要上車
為了擴濶幼兒的社會經驗，提升幼兒與人相處互動的技
巧。在「車子砵砵砵」主題中，幼兒模仿「車子開動」遊
戲，合作拉繩子及搭著肩膀向前行，除了增添幼兒的學習
興趣，還讓他們與同伴合作，表現合作精神。

水往哪裡去？
在『神奇的藍色水桶』繪本故事中，老師設計不同形式的
探索學習活動，讓幼兒透過玩水觀察水樽不同高低的孔洞
與水流快慢及遠近的關係，藉以豐富其想像力及增強幼兒
的探索精神。

繪本故事『神奇的藍色水桶』
親子活動：夏日繽紛嘉年華
透過愉快的夏日繽紛嘉年華活動，包括：「撈魚比賽、
測試浮沉物品、1-10數字順序、設計太陽帽及釣魚遊戲
等」，增強幼兒的自信心及社交能力，同時可讓家長瞭解
幼兒的學習情況，加強家長對學校的信心及配合學校的教
學理念。

不一樣的點與線
透過不同的幻想遊戲，幼兒想像身體與同伴組合成『大圓
點或小圓點』、『長長的線或彎曲的線』，藉此增強幼兒
社交的協作能力、想像力及創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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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蘋果批多滋味
幼兒透過感官接觸蘋果批的皮(酥皮、春卷皮、米紙、方包)時，發現
不同批皮有不同質感，更發現春卷皮及方包較容易包裹蘋果蓉，完
成後他們一起分享蘋果批的味道，更會說出不同批皮的口感。

美味麵包山
幼兒能分工合作把食材切粒及切片，然後把食材放進麵包，完成美
味的麵包山，還一起分享品嚐自己的製成品，從中感受製作的樂趣
及分工合作的精神。

濕髮變乾了
透過課堂的科學實驗，幼兒嘗試運用不同的工具為同伴把濕的頭髮
變乾，如：扇子、毛巾、風扇及電風筒等等。在探索過程中，幼兒
親身發現令頭髮變乾的方法，並在老師的協助下建構知識，讓幼兒
理解頭髮變乾與工具的關係，如：熱風筒可將濕髮變乾，因熱力可
蒸發水分；而毛巾則可吸走水分，令頭髮的水分減少。

假髮新體驗
透過趣味的體驗活動，幼兒積極嘗試各種誇張的假髮造型，並分享
佩戴假髮後的感受，從中認識不同的髮型、學習欣賞及接納別人的
髮型特色。

護蛋任務
幼兒在護蛋任務期間能代入雞媽媽的角色，並以護蛋器保護自己的
雞蛋。過程中，他們能運用不同的方法竭力保護自己的小寶寶，從
而體驗和感受母親日常的細心照顧，並懂得生命的寶貴，最後他們
都能成為護蛋天使。

獨特的髮型
透過合作製作假髮，幼兒發揮創意設計獨特的髮型。在自由的創作
空間下，幼兒能大膽運用不同的美藝物料及使用不同的黏貼技巧製
作假髮，過程中與同伴商討意見、分工合作，有良好的社交互動。
活動後，幼兒更扮演小小模特兒，展示自己獨特的髮型。

動物音樂會
是次音樂會邀請了家長到場欣賞和支持幼兒，場面熱鬧，幼兒穿上
與家長共同設計的動物造型服飾，隨着音樂載歌載舞，充滿活力和
動感，而壓軸的表演更由幼兒與同伴們利用不同的樂器合力演奏和
扮演不同的動物唱歌表演，整個過程幼兒全情投入，同時亦增強了
自信心。

探索蛋的奧秘
幼兒透過趣味的探索活動，運用不同的感官進行探索，從而認識及
比較各種不同的蛋，例如：雞蛋、竹絲雞蛋、鴨蛋、皮蛋、咸蛋、
鵪鶉蛋，過程中幼兒主動表達及分享各種蛋的異同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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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小一生活樂趣多
為了讓幼兒能及早適應小一生活，課堂上安排了不同的模擬小一活
動，例如：抄寫家課手冊、修改功課格式、小息時間及延長課堂時
間等，並在校內進行午膳，提升他們的自理能力，透過體驗讓幼兒
享受小一生活的樂趣。

浮沉實驗
在科學活動中，各組幼兒探究不同工具的特性，經過多次測試及修
訂後，成功地把下沉的波子浮在水面上，從中幼兒學習觀察、商討
及接納別人意見，發揮探索及合作精神。

小小音樂會
透過成果分享「小小音樂會」活動，幼兒主動朗讀故事，並能依歌
曲旋律配上自製環保樂器一起演奏，表現投入。在活動中，能增強
他們的閱讀能力及自信心，家長亦很欣賞幼兒的表現，揮舞手中的
支持牌支持子女，場面既溫馨又愉快。

尋找聲音
幼兒互相合作選取各種工具來製造聲音，從中發現不同物品發聲的
方法，如：敲打、彈撥、搖動等，並自行發現聲音的特性，如：清
脆、高音、響亮、刺耳等，具探究精神。

餐館開張了

製作披薩

配合故事主題，幼兒透過模擬餐館中的侍應和廚師，嘗試招待由家
長扮演的顧客，從中幼兒學習到運用禮貌語來招待客人，更需要運
算顧客點餐的費用，及進行找續，除了讓幼兒掌握與不同人仕相處
的技巧，還提供生活情境進行運算，擴闊他們的社會經驗。

幼兒透過製作自己喜愛口味的披薩，認識到材料的名稱，過程中幼
兒利用各感官探索材料，更加了解製作披薩過程，讓幼兒親自製作
食物，增加他們的生活經驗。

運送行李

英語活動
為提升幼兒對英語的興趣，外籍老師配合課程安排不同的活動，加強
幼兒的英語能力。例如透過製作水果奶昔和美勞，除了可以體驗製作
的過程，更可學到相關的詞彙、句子表達及禮貌語，實踐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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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故事主題「蘇小鴨去旅行」，模擬運送行李遊戲，幼兒合力運
用不同的體能技巧把行李運上飛機，他們自行設計跨越及爬過欄杆
的高度，從而鍛鍊幼兒的平衡能力及下肢肌力，亦發揮他們的合作
精神。

為了加強家長教育，讓家長更能掌握育兒的技巧，下學期分別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同時，亦舉辦各類型親子活
動，包括成果分享會、親子復活節嘉年華、家長觀課、聯校家長活動等，均得到家長踴躍參與，增強家校的聯繫。

吾愛吾兒

2 0 1 8 年度下學期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名稱

講者 策劃者

2019年2月15日

新春團拜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2月15日

「道路安全組」道路安全講座

東九龍總區交通部

2019年2月19日

「2018-2019校園齊惜福計劃」幼兒種植活動

賽馬會校園齊惜福

2019年2月19日、2月26日、
3月5日、3月12日、3月19日、
3月26日、4月4日、4月6日、
4月14日

「健康家庭由學校開展」計劃「同行家長」證書培訓課程

東華三院註冊社工劉巧淇姑娘

2019年2月22日

元宵佳節親子同樂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2月27日

環保基金學校巡迴劇「誰偷走了我們的彩虹」

2019年3月6日

遊藝「心」林2.0計劃「如何處理手足嫉妒情緒」家長講座

2019年3月11日

高班「迪士尼樂園」畢業學習旅行

2019年3月12日

2019全港學界「水果日」

2019年3月12日

「幼兒性教育」聯校家長講座

2019年3月21日

機電安全教育講座

活演藝術GIA theat主辦
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註冊社工、註冊遊戲治療師-霍鈺雯姑娘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衛生署「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機電工程署

2019年3月30日

「樂高 得寶 英雄出動！」親子工作坊

EVI Serivces Limited

2019年3月30日

「童心親親理財學堂」教育計劃成效發佈會暨第二期計劃啟動禮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2019年4月8日

兒童脊科基金護脊家長講座及到校脊骨檢查

兒童脊科基金 李昉鈿脊醫

2019年4月17日

「小小音樂會」K3學習成果分享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4月18日

親子復活節嘉年華

2019年5月8日

社區探訪活動

2019年5月16日至17日

小一體驗日

2019年5月27日至31日

「2018-2019校園齊惜福計劃」-惜食週

賽馬會校園齊惜福

2019年5月23日

「奇妙的蛋」K2學習成果分享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5月24日

「夏日繽紛嘉年華」K1學習成果分享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5月29日

「包出美味、食出健康」義工裹

2019年5月30日

天馬送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嗇色園主辦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活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關懷長者行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暨陳安泰議員辦事處合辦

2019年5月17日

親子觀賞「我是黑白」劇場

香港五感感知教育劇團

2019年5月15日

「輕輕鬆鬆來上學」新生遊戲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5月30日

「手作萬用紫雲膏」家長工作坊

2019年6月6日

高、低班親子參觀「香港太空館及欣賞天象電影」聯校活動

2019年6月25日

低班「小一初體驗」幼稚園訪校活動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華德學校

2019年6月27日

高班-博智課程親「身」體驗

天主教博智小學

2019年7月3日

「阿里一家要搬家」教育講座

香港世界宣明會

2019年7月8日

18/19年度結業禮暨頒獎典禮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7月9日

幼兒班結業匯演、低班探索學習日、高班探索學習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7月10日

高班畢業聚餐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19年7月11日至12日

家長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手作萬用紫雲膏」家長工作坊

「幼兒性教育」家長講座

「輕輕鬆鬆來上學」新生遊戲日

「樂高 得寶 英雄出動！」親子工作坊

元宵佳節親子同樂日

社區探訪活動

家長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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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家庭由學校開展」計劃-培訓課程

義工裹

親子復活節嘉年華

活動

項目

學教穿梭

院校協作

計劃名稱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幼兒教育中心

「健康家庭由學校開展」計劃

東華三院、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合辦

健康情緒教育課程
《比比和朋友》Zippy's Friend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18/19學年專業學習社群
加強學習活動中的自由探索元素

教育局幼稚園校本支援組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

教育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
(榮譽)學位課程四年級
(幼兒情意輔導)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二年級學生)

社區協作

主辦機構

「童心親親理財學堂」計劃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一年級學生)

東華學院人文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二年全日制（一年級學生）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

毅進文憑[幼兒教育]一年制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幼兒對規律的理解」研究計劃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社區小老師

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合辦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
(一年級學生)

東華學院人文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學生)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幼兒教育
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學生)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毅進文憑[幼兒教育]一年制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二年全日制(一年級學生)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
(二年級學生)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榮譽)學位課程四年級
(幼兒情意輔導)

中層領導人員培訓課程
「中層教師如何帶領新改革及以新思維領導」

安吉教育交流考察團

「團隊精神」工作坊
「童心親親理財學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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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儀

比賽

獎項

100FUN兒童節目主題曲歌唱比賽
GAPSK水平測試

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朗誦
「梵高眼中的世界」繪畫大展2018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兒童)公開賽暨18區38站東區錦標賽
(拉丁舞)

2019全港學生精藝盃
第8屆朗誦比賽

2018年11月10日

2019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優異獎

Cambridge English : Starters(YLE)

Facebook最多Like獎及最具台風獎 王翊瞳
初級組 (卓越級)：楊霆曦、黎子申、凌愷希
中級組 (卓越級)：伍芷欣、羅卓軒
高級組 (卓越級)：李奕錚、王翊瞳、鄭博恩、李卓霖、黃振峰
粵 語 組 (榮譽獎)：王喜頤、李卓霖 / (優良獎)：胡以藍、鄧朗翹、楊靜嘉
普通話組 (榮譽獎)：鄭博恩、梁逸晴、黃振峰 / (優良獎)：李奕錚
英 語 組 (優良獎-第二名)：梁逸晴 / (優良獎)：胡以藍、鄭博恩
優良獎：熊敏嬅、陳紫瑜、梁逸晴、文奕喬、卓思源、陳錦童
幼稚園組：(亞軍)：伍芷欣 / (季軍)：王梓華
雙人舞 (Cha Cha) 冠 軍：王翊瞳、陳靄慈 / 鄭博恩、熊敏嬅
亞 軍：黃嘉莉、李卓霖 / 潘欣妍、劉穎欣
季 軍：王喜頤、溫紫蘊 / 陳錦童、陳錦希
優異獎：吳晞嵐、陳倚雯
雙人舞 (倫巴)
冠 軍：王翊瞳、陳靄慈 / 黃嘉莉、李卓霖
亞 軍：鄭博恩、熊敏嬅 / 陳錦童、陳錦希
季 軍：王喜頤、溫紫蘊 / 吳晞嵐、陳倚雯
優異獎：潘欣妍、劉穎欣
普通話組 K2組
K3組
K2組
K1組
英文組 K3組
K1組

(金獎)：伍芷欣
(銀獎)：張品浩、王翊瞳、陳梓謙
(銀獎)：羅卓軒、李念組、楊霆曦、黎子申
(銅獎)：翁明思
(銀獎)：陳靄慈
(銀獎)：譚敬熹

(15盾)：鄭博恩、王喜頤
(14盾)：陳紫瑜、楊靜嘉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3月18日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第8屆全港
《弟子規》演繹比賽幼稚園-團體優異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9)
粵曲小組合唱幼稚園組(榮譽獎)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9)
英文歌曲合唱幼稚園組(優良獎)

2019年3月22日

2019年3月30日

2019年4月23日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19)
中文歌曲合唱幼稚園組(良好獎)

第9屆全港SING聲星歌唱比賽
英文歌曲合唱幼稚園組(優異獎)

第5屆查篤撐兒童粵曲大賽
幼稚園團體賽(亞軍)

2019年5月4日

2019年5月5日

2019年5月19日

第12屆中國青少年(香港)舞蹈比賽
幼稚園團體賽-西方群舞(優秀－銀獎)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兒童)公開賽暨18區
38站東區錦標賽(拉丁舞)-兒童(團體)金獎

第47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唱遊舞蹈(幼童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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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3A

畢業生家長心聲
上3A

「話咁快畢業了！」轉眼間喜頤在
學校渡過三年的愉快學習生活，看
見她每日的成長、進步，是媽媽最
大的心願。學校除了教育喜頤外也
給了很多不同的新嘗試，看見她每一次在台上的自信
心，令媽媽感到十分驕傲，最後感謝校長、主任、老
師、姐姐、家長義工的教導、愛護、照顧和包容。祝
各位K3同學幸福快樂！健康成長！

王翊瞳 家長

一轉眼，3年的幼稚園生活就到尾
聲了。記得Hitomi剛入園的時候，
還是個害羞的BB女，很欣慰，3年
後的她，已是一個外向、勇敢和獨
立的小女孩了。學校除了知識和品行教育外，還有很
多興趣班、課外活動。最近Party上，Hitomi還用了在
學校學到的新舞步邀請爸爸跳舞！她在學校認識了很
多新朋友，但問她最喜歡的是誰，都一定說是老師、
主任和校長！當然因為您們一直無私地給予每一位小
朋友耐心和關愛呀！最後，感謝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
稚園的所有老師、主任和校長，擔任了她人生啟蒙階
段中最重要的角色，感謝您們，讓Hitomi在滿滿的快
樂和鼓舞之中，進步和成長！
上3A

全3A

馬梓寧 家長

全3A

馬梓滔 家長

全3A

蘇卓峯 家長

全3A

符芷圓 家長

上3B

梁逸晴 家長

衷心感謝學校的每一位老師、姐姐
和家長義工們的姨姨，更要多謝帶
領著學校、學生向前走的校長、主
任！多謝你們給予溫暖、讓我孩子
快樂地渡過這三年！在此祝福母校積歷之厚藹、宏圖
更展，再展年華，繼續創造輝煌！

文奕喬 家長

轉眼間，奕喬快要畢業了！回想當
初K1上學時還是一臉稚氣的小女
孩，到現在做事開始有主見的準小
學生。我想在此衷心感謝校長、主
任、老師和校內各職員的耐心教導和悉心照顧，讓奕
喬在身心各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另外，我也很感謝學
校舉辦了各類型的活動和講座，讓我學懂了不少教養
技巧。謹在此祝學校各教職員身體健康！各畢業生升
小一後繼續做個SMART KID！

轉眼已過三年的幼稚園生活，感謝
校長、老師們對芷圓的教導和照
顧。希望各畢業同學享受小學校園
生活，愉快學習！
全3A

林煜珈 家長

轉眼間煜珈的幼稚園生活快將完
畢，從當初害羞、不懂說話，變成
現在的主動嘗試學習、喜歡參加活
動及比賽、每天都吱吱喳喳地上
學，這全賴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的多元化教學，
配合生動有趣的課堂活動，令孩子們有多方面的發展
及進步。衷心多謝校長、主任、老師、校工們的教導
和照顧，讓她健康快樂地成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卓峯的幼稚園生
活將要結束了。回想過去三年多
姿多彩的校園生活真的令卓峯成長
了不少，多謝老師們鼓勵他作多方
面的嘗試和提升他解決困難的能力。卓峯即將要升上
小學，希望他能夠堅強勇敢地面對每一個新環境和挑
戰，享受成長中的苦與樂。在此我衷心感謝校長、主
任、各位老師、姐姐、姨媽的教導和照顧。
上3A

溫紫蘊 家長

時光匆匆，轉眼間紫蘊三年幼稚園
生活將要結束。臨別在即，內心有
萬分的難忘和感恩。衷心感謝校長
的領導有方，老師和姐姐等的用心
栽培、教導和照顧，再次感謝您們！讓紫蘊現在滿懷信
心迎接她的新階段。順祝您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不經不覺已經3年了，阿仔在學校
學了很多東西，又識了很多同學，
比以前更會表達自己。他說學校有
很多活動和旅行，都令他很難忘，
相信他長大了也不會忘記。
上3A

胡以藍 家長

很感恩以藍在學校過了愉快的三年
幼稚園生活！感謝校長、各位老
師的愛心教導和付出，令以藍在這
三年間身心靈成長不少。學校多元
化的課外活動和主題式的教學活動令孩子們輕鬆地學
習不同的課外、課內知識。最後，感謝以藍所有的同
學！多謝你們令以藍每天都喜愛上學，希望你們都有
美好的小學生活！

在這三年的學校生活裡，阿女認識
了很多朋友，更學會與同學融洽相
處，相信對將來畢生受用。學校的
老師非常友善，很有教學熱誠，相
信她將來不會忘記老師。
上3A

王喜頤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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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錠一 家長

多謝校長及各位老師教導。不經不
覺已經快三年了，開心快樂的日子
轉眼就過去，特別感謝愛心滿溢的
廖老師、周老師、陳老師及邱老師
的愛護關懷及照顧。錠一愛您們，感謝東華三院黎鄧
潤球幼稚園。

全3A

上3B

陳紫瑜 家長

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結
束，紫瑜由最初傻呼呼的樣子，
到今天已是一個在自理、學術、
表演和處理方面都進步不少的準
小學生。紫瑜健康快樂地成長，實在感謝校長、各位
老師、校工姐姐、活動導師和義工家長對紫瑜悉心照
顧和栽培，亦多謝各位家長和同學帶給我們愉快學習
及遊玩時光，我們將銘記這三年多姿多彩的幼稚園生
活。謝謝您們！
全3A

三年的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珩鋒
即將幼稚園畢業了，真的不捨。
回想起珩鋒剛入讀幼稚園什麼都不
懂，都好擔心是否適應。後來透過
學校繪本課程及實踐，出外參觀不同類型的活動，令
他得到經驗，身心全面發展，愉快健康成長，千言萬
語在心中。在此衷心感謝過去3年校長用心領導、老
師耐心教授和姐姐們悉心照顧，令每位小朋友各展所
長，感謝您們！
上3B

鄭懿倫 家長

轉眼間，小兒懿倫就要幼稚園畢業
了。回望過去在東華三院黎鄧潤球
幼稚園的歡樂時光實在太快了，學
校精彩的遊戲學習、課外活動、生
日Party、親子活動等等，都帶給我們很大的驚喜。在
此感謝蔡校長及各位老師們的悉心教導！祝願學校愈
辦愈好！繼續努力為新一代提供優質教學！
上3B

陳靄慈 家長

上3B

姜懿熙 家長

上3B

上3B

戴樂謙 家長

樂謙是一個比較超好動、不守規矩
的孩子，我好多謝東華三院黎鄧潤
球幼稚園全體老師、校長悉心的教
導，特別樂謙的班主任，她們為樂
謙無私的奉獻，令我非常之感激不盡，在此說聲謝謝
你們無限的愛。

陳奕朗 家長

轉眼間，奕朗仲有一個月就畢業
了，3年幼稚園的生活就結束了，
由最初擔心他上學不習慣，到現在
很喜歡學校的老師、同學，還參加
不少的比賽，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心，每日亦講了學校
裏的趣事同唱歌，看見奕朗每天開心的上學，亦感謝
校長，所有老師的努力和愛心，令奕朗渡過了快樂的
幼稚園生活，這亦是他最美好的回憶。

黃綽詩 家長

多謝老師一直以來對綽詩的關懷與
照顧，令她在整個幼稚園旅程裡獲
益良多。經過老師的愛心教育，在
K1時，由膽小和愛哭的小孩，現
在K3已變成了勇敢的孩子，真是非常感動。3年的幼
稚園生活將完滿結束，現在畢業了，非常感激校長和
每一位老師。
上3B

張品浩 家長

不經不覺品浩已在校生活多年，我
最記得初初返學在學校睡午覺時品
浩時常想念屋企家人經常喊，幸得
李老師幫忙才熟習環境。品浩在東
華三院最熟悉的老師一定是周老師，不經不覺已經教
了品浩3年，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老師，希望老師能持
續這份熱誠教導下一代。廖老師是品浩K3最後的班主
任，好理解每一個小朋友性格、心理從而教導，最後
是和藹可親的蔡校長，希望由你帶領下，黎鄧潤球幼
稚園繼續進步。祝教安！

三年的時光過得真快，很感謝校
長、老師的辛勞，為孩子們營造愉
快的學習環境，安排不同類型的活
動教學、戶外參觀，讓孩子在遊戲
中學習，增廣見聞，以及給予孩子不少表演機會，從中
學習到勇氣和自信。校長、老師們，感謝你們的努力。
上3B

趙廸杏 家長

孩子當初滿懷憧憬走進東華三院黎
鄧潤球幼稚園上堂，來到今天，
轉眼已經三年了。看着她一天天長
大，真切地感受着孩子一點一滴
的變化，真是高興在心裡，感激在心中。幼稚園教育
是孩子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教育，作為家長，我從心底
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各位校工對孩子成長所
付出辛勤的培養與備至的關懷。是你們的專業領導，
給予我信心，讓孩子在這裡擁有美滿的三年幼稚園生
活。我謹代表孩子祝福 貴校的未來更加燦爛美好。
向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各位校工致以最誠摰的祝
願，祝你們工作順利，身心健康！萬事如意！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三年了，回
想起靄慈剛走進校園是一個什麼
都不懂的小女孩，三年幼稚園的生
活，使她得到身心全面的成長，
學習到書本上的知識，待人相處和禮貌。在此多謝校
長、主任、老師、姐姐的照顧，使她能夠健康愉快地
學習和成長，渡過了一個充裕和滿足的幼稚園生活，
謝謝您們！
上3B

梁珩鋒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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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霖 家長

感謝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的每
一位校長、主任、老師及姐姐三
年內的悉心關懷及教導。在這三年
間卓霖得到了很大的進步，不論在
知識、學習及個人品德上都得到很好的成長。即將離
別，我們和卓霖永遠都不會忘記東華三院黎鄧潤球的
每一位校長、主任、老師、姐姐和同學。

畢業生家長心聲
上3B

全3B

張可霖 家長

轉眼三年的時間，小女由幼兒長成
聰明懂事的小姑娘，曾經只會以哭
啼表達心聲，現在話題多得讓我又
喜又怕，小女分享得最多的就是學
校的點滴，經常說周老師、廖老師如何教導她們要做
一個認真友善的好孩子。非常感謝學校對小女用心培
養，感謝老師耐心的指導，感謝各位輔助姐姐、義工
媽媽、協助的文書、英語、國語老師的厚愛與幫助。

目睹學校短短數年，經歷了3位校
長的領導，如今有很大的轉變，學
校為了讓小朋友可以適應小一的生
活，舉行了三星期的適應班，讓小
朋友帶飯回校午膳。沒錯，這是家長擔心的問題，很開
心幼稚園提早讓小朋友適應，可霖現在吃飯快了很多！
全3B

王智毅 家長

全3B

憑着老師們循循善誘和適心照料，
使智毅能於校內自由的氛圍下健康
快樂成長。透過製作不同小手工，
誘發小孩的創意思維，更讓他從小
建立自信，培育出一顆勇於嘗試與面對挑戰的心。
全3B

楊譯誠 家長

全3B

卓思源 家長
全3B

黃振峰 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三年既幼稚園生活
又完結了。回想振峰剛走進這校
園，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男孩，
現在已變成一個大哥哥了，懂得尊
重、分享、關心別人及學習，這一切都有賴各老師、
蔡校長悉心教導、關懷及照顧。我們好慶幸振峰入讀
了這間幼稚園。

曾紫忻 家長

時光飛逝，今年到妹妹紫忻畢業
了，心情又開心又不捨。見到她這
三年的進步，不忘要多謝老師們的
悉心教導，可以給她在幼稚園裡變
得充實及開心，而且也給了她很多表演的機會，令她變
得大膽及增強自信，所以在此衷心感謝校長、主任、老
師們、姐姐、各義工家長的教導和照顧。希望 貴校繼
續用愛心和耐心去迎接日後每一位小朋友。謝謝！
全3B

李思彤 家長

不知不覺幼稚園的生活已經來到尾
聲，思彤在這三年裏學到了很多
事，也從一個內向的小孩子變成了
開朗的小姑娘。幼稚園是思彤的另
一個家。學校老師悉心教導，令她更有自信。在此多
謝學校的每一位老師、義工和校工。謝謝您們！

三年幼稚園生活過得十分精彩。思
源在自信、語文、社交和自理能
力方面都日益俱增，健康成長，感
謝校長、老師及姐姐們的教導和照
顧。希望思源把養成的好習慣延承下去，也祝願各老
師工作順利、愉快，培育更多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全3B

張子蕾 家長

轉眼間3年過去，踏入幼稚園的尾
聲。想起當初子蕾返K1的時候，
一面稚氣，在短短的3年之間，認
識了一班良師益友。老師的教育
下，令她成長進步；嬸嬸的幫助下，令她學識助人為
樂。感謝東華這個大家庭，讓我們成為一員。

謝謝老師們對譯誠的照顧及關愛，
這三年見到譯誠進步、改變，我們
十分感謝。特別要感謝班主任廖老
師給譯誠的意見和教導，令他在幼
稚園的生活變得開朗活潑，希望譯誠上到小一也能繼
續愉快的學習，最後祝 校長、老師和姐姐工作愉快！
全3B

陳錦希 陳錦童 家長

全3B

孔維璟 家長

蔡校長及各位老師，你們好！維璟
在 貴校就讀三年，這三年在校長
及各老師的悉心呵護和教導下，除
了學會書本的知識外，更重要係學
會紀律和自理能力，懂得表達自己的意向和肯接受他
人的意見，進步不少，獲益良多，建立了好大的自信
心，感謝老師們咁多年的教導！

李奕錚 家長

全3B

感恩並感謝三年來校長和老師們對
奕錚的諄諄教導，讓他從三年前
懵懂無知的小孩長成了有禮有愛的
小男孩。在這裏，他渡過了人生中
最快樂的童年時光；在這裏，他收獲了人生中最純潔
的同學情誼。希望奕錚可以帶著這份愛在未來越來越
好，再次深深感謝可愛可敬的老師們！

盧卓希 家長

眨眼間幼稚園三年學習就快過，仔
仔轉眼要到另一個新的學習環境，
好感恩在這三年認識到好同學、好
老師陪伴卓希一同學習一同玩耍，
好感謝老師們對卓希悉心栽培，令到卓希不斷進步，
我心中希望各位老師、同學們生活愉快，前程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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