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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熱針

東 華 三 院 黎 鄧 潤 球 幼 稚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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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校訊

　　從本年度上課第一天開始，幼兒在學校每一個角落裡留下大量的學習蹤跡：音樂室裡充滿著他們美妙的歌聲與舞
姿、走廊牆壁陳列著他們獨特的藝術作品、課室裡迴響著他們互相討論和歡笑交談的聲音，處處都可以看見幼兒探索
的身影。

　　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令不少香港人都措手不及。家長既擔心疫情及防疫物資不足夠，亦要處理小朋友的
「額外」假期及出外的限制等等，當中實在面對不少壓力和挑戰。

　　長時間的停學，令到許多家長產生憂慮，這邊廂——孩子無心做功課，三小時也做不完，祇愛玩手機，不聽父母
話，軟硬齊施，破壞親子關係。那邊廂——留級還是升班？放暑假或是無暑假？種種問題，煩繞在家長心裡頭。

復課終於來臨，教育局宣佈幼稚園高班學生可於6月15日復課。

　　復課／新學年開課時，無論是幼兒班、低班還是高班小朋友可能都會有不同情緒感受，有人會因為早起和忙碌而
疲憊不安，有人會輕鬆如常、有人笑容滿面、有人哭鬧連連。

　　大原則是令孩子感受到安全、關心及愛護。如孩子年幼，可以給予更多身體接觸（如擁抱）和陪伴。每個孩子都
有其成長步伐，家長可以透過以下步驟幫助每一位孩子順利適應復課／新學年開課安排：

無論何時，何地，家長可與孩子制訂日

常生活時間表，安排不同種類、有趣和

能消耗體力的活動讓他們舒展舒展筋

骨，讓身心靈作好預備迎接新的開始。

預告
提早一星期告知孩子復
課安排，讓他們有心理準
備，增加他們的安全感

到學校
復課前，到學校門外

熟習環境

支援網絡
增加與老師及同學的交
流，建立熟悉和緊密的

關係網絡

回顧
到學校網頁回顧過去的 
活動和片段，找回對學校、
老師、同學的熟悉感

校園生活演習
在家裡跟孩子， 
模擬上學的情況

期待我們一起上學的日子

蔡麗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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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繽紛

派發防疫愛心包

塗層消毒噴霧

室內及戶外牆壁進行消毒工作

學校構思應變措施
如何讓家長感到子女能安全地復課？關鍵彷彿落在學校身上。其實學校在停課期間已經構思不少應變措施， 
復課前，教師們更不斷開會，商討上課時間表編排、小息活動安排、校園消毒清潔方案等。



3

老師心底話
廣播站

幼兒班
你還記得老師嗎？老師很想念你們啊！在停課期間你們有勤力洗手保持個人清潔
嗎？緊記時常用洗手液洗手，外出時要帶口罩。還要記著帶上口罩後不能用手觸摸
口罩啊！老師也會注意個人衛生，在學校等待你們回來上學。老師亦衷心感謝各位家長
在疫情期間悉心照料幼兒，輔助幼兒在家中學習，一起為幼兒的成長努力！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疫情期間我們做了做麼？學了什麼？

在疫情期間，老師製作了不同網上電子教材，讓幼

兒在家中亦能繼續學習。在語文方面，幼兒除了能

利用課件學習不同詞彙、句式及兒歌，亦透過不

同遊戲加強對字彙的印象和理解（例如：用字咭玩

「眼明手快」、利用肢體動作學習「大、小、點、線」

等）。另外透過美勞活動「繪畫巴士」，幼兒能認識

到巴士的外形特徵，並能在繪畫的過程中鼓勵幼兒

與家人分享乘坐巴士的經驗，藉此提升幼兒的口語

說話能力。

在家中也能做實驗?原來利用
2個紙盒，2輛小車就能探究
斜台高低與車子快慢的關係！

為了讓幼兒多探索大自然與生

活，老師設計了一些在家也能

做到的實驗，讓幼兒做個小小

科學家。在「浮沉實驗」中，

幼兒把不同物件放到水中，觀

察物件在水中的情況，從而建

立浮沉的概念。另外，幼兒透

過觀察水樽孔洞的多少與水流

快慢的關係，藉以增強幼兒的

探索精神及體會大自然與生活

中的精彩點滴。

幼兒在停課期間利用不同教具學習認讀數字、排序

及不同數學概念（例如小至大的排列、前後概念），

派發的教具可重覆玩樂，讓幼兒可以經常在家複

習。對於部分比較難以圖案和文字理解的數學概

念，老師利用短片親身示範當中的意思，又以互動

遊戲讓幼兒吸收知識。

在藝術與創意方面，幼兒透

過觀看教學片段，利用不同

物料，製作了一個個不同的

作品。你看，幼兒創作的恐

龍貼到牆上後，像不像《恐

龍躲貓貓》中的大草原！另

外，幼兒以循環再用物品（例如：洗衣粉盒、雪糕盒

等）創作「我的神奇水桶」，每個水桶都別具一格，

同時亦能加強幼兒的環保意識。除此之外，幼兒製

作小袋子送給親愛的媽媽作為母親節禮物，藉此表

達對媽媽辛勞照顧的謝意，培養幼兒從小建立感謝

別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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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站
低班

老師心底話

停課回不了學校，怎樣辦？停止學習⋯⋯唔！不可以，不能讓時光飛逝影響幼
兒的學習，虛渡光陰，於是努力嘗試網上傳遞學習訊息，讓幼兒在家中也繼續學
習，幸好最後所有問題都一一解決了！

祇要我們樂觀面對，緊守崗位，困難是可以解決的，努力，加油！

另外，透過數數、概念、組合數的

活動課件，加強幼兒數學概念及邏

輯思維的發展。在大自然與生活方

面，透過烹調短片及動物成長和繁

衍過程，讓幼兒認識大自然的奇

妙。停課期間，老師亦為幼兒預備

節日小禮物送給父母（母親及父親節

禮物），讓他們認識節日的意義及感

謝父母對他們悉心照顧和愛護。另

一方面，又透過不同影片（做運動、

拍波、橡筋操），幼兒也可在家中動

動身體，鍛鍊身體協調能

力。老師還邀請小朋友拍

短片（抗疫心聲），讓他們

學會關心別人。

在語文方面，透過朗讀故事、兒

歌、配詞遊戲、句式練習及手指

偶劇場，鞏固幼兒學習「聽、說、

讀、寫」的能力。而外籍老師及普

通話老師亦設計有趣生動的課件，

讓幼兒學習相關的生字及短句。

而在藝術與創意方面，幼兒運用不同物料創作作品

（廚師帽及圍裙、襪子蛇、我的爆炸頭及時尚髮型和

口罩⋯⋯），加強小手肌訓練，發揮幼兒創作意念。



我已經掌握刮畫
方法同掌握制作
刻板明信片的作
品，現在同老師
們分享下，謝謝
您。

潘欣妍

今個月是我六歲的生日，雖然
媽媽給我買了一個好可愛的蛋
糕，但是好可惜不能回校與同
學們和老師一起分享。

劉佩欣

希望感染病毒的人們能快些
好起來。

馬天亮

我很擔心同班同學會否受到病
毒感染。

伍芷欣

這頂帽的名稱是
《螞蟻找食物》。

王祉朗

這是我製作給
媽媽的母親節
禮物。

徐浚銘

這是我的母親節
親子美勞DIY作
品，我想與老師
分享。

鍾正

我的刮畫就是
「巴黎鐵塔」。

黎奕圻

這是我製作的
復活節帽子！

潘泓楓

我的復活節帽
子好看嗎？

陳芷穎

這是我製作的
刮畫！

彭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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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底話

小朋友，在停課期間，老師努力嘗試透過網上教學，網下派發學習材料，希望

能幫助你們在家學習，適應這突如奇來的學習模式和社會轉變。當中內容更製

作額外相關探索的專題研習，例如製作食物，希望能增加你們學習的興趣和探索

的能力，達到在家繼續學習的目的。

廣播站
高班

在語文方面，透過多元豐富的語文材料、富趣味互動網上課
件，例如故事和遊戲，希望幼兒能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增
加幼兒主動學習興趣，提供合適而有意義的聽、說、讀、寫
語文經驗。

在個人與群體和健康方面，因應疫情原故，加強幼兒衛生意識，例如出外時穿戴口罩、多做運動和勤洗手等等。此外，亦涵蓋
課堂外的生活經歷，例如母親節的由來和意義、製作食品等等。

另外，因應疫情關係，我們
鼓勵高班幼兒透過週記運用
簡單圖畫或文字表達和分享
自己對於疫情的感受，提升
幼兒社交情緒發展。

在數學方面，透過簡單和具體操作小遊戲，讓幼兒逐步認識
數學概念和用語，希望鞏固幼兒數學概念。另外亦製作食物
課件引入部分數學概念，如製作披薩、藝術創作時量度概念
等等⋯⋯

除了網上錄製藝術創作外，我們還希望幼兒能夠分享他們的創作過程，以下是其中的分享：



畢業生家長心聲

在3年幼稚園裡看到泓楓慢慢地

成長，當中要感謝校長，每一位

老師，每一位姐姐的悉心照顧、

教導。令他由一個甚麼都不懂

的BB，成為一個有禮貌，有自理能力的開心小孩

子。願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姐姐幸福快樂！

全3A 潘泓楓 家長

芷欣畢業啦！轉眼間三年幼稚

園生活過去了，十分不捨。芷

欣能在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

園裡讀書及成長，實在多謝校

長、各位老師及學工的熱誠及無私的奉獻，令芷

欣能由一朵小小幼苗，成長至美麗的小花。祝願

校長，各位老師及校工們，身體健康，工作順

利，繼續作育英才而延續下去。多謝。

能讓孩子提高自理能力及培育好品德，我相信老

師們、校長、工友功不可沒！感謝你們。

全3A 伍芷欣 家長

因為疫症關係，幾乎毀了整個

高班下學期。正因為這樣，更

顯出學校在應對危機的處理非

常恰當及表現超卓。「停課不停

學」不是口號，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就做到

了！時光飛逝，三年快樂光陰轉眼過去。讓我三

年前再作選擇，我仍然會讓小兒入讀 貴校。

全3A 王祉朗 家長

轉眼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結

束，直到今天愷希第一天上學

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感謝在這

幾年之間校長和老師、阿姨們

的照顧與關愛，讓愷希喜歡上學，而沒有一天哭

鬧不上學過。期盼弟弟妹妹也能繼他之後在此開

心上學，快樂學習！

全3A 凌愷希 家長

作為家長，我們非常滿意學校

的各項素質教育，非常感謝校

長與老師們的辛勤付出，欣妍

能遇到這麼好的老師和學校，

在這麼好的環境裡學習，我們很放心！時間流

逝，到了畢業之際，感到不捨，欣妍這幾年的改

變與進步，離不開您們的培養，再次感謝學校與

老師，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全3A 潘欣妍 家長

很快三年過去了，回憶洛頤在

K1剛開始上幼稚園的日子，頭

四個月上學時總是大哭一場到慢

慢適應幼稚園生活，洛頤性格慢

熱，害羞到現在變得大膽勇敢！多謝黎鄧潤球幼

稚園一班老師的悉心教導，祝各老師身體健康！

全3A 陳洛頤 家長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

三年的幼稚園生活馬上就要結束

了。看著馬天亮一天天長大，我

們在感到欣慰的同時，也對各位

老師充滿了無限的感激。感謝東華三院黎鄧潤幼

稚園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對亮亮的教育及生活上的

照顧。祝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全3A 馬天亮 家長

霎眼三年，多謝學校給浩熹一

個學習、生活、自立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是他能認識一班好

朋友，明白到與人相處會有哭

與笑，到畢業時又會有種表達不來的難過，但經

歷過後各位同學們都會成長起來！願健康和快樂

陪伴各位子女成長。

全3A 鄭浩熹 家長

轉眼間晞嵐已經K3幼稚園畢業

了。眼見這棵小樹苗經過3年的

灌溉，慢慢成長為一棵小樹，

過程有哭有笑，但眼見妳經過

學校的教導後，成為了一個有教養的小女孩，每

日能夠發揮學校所學的，做媽媽十分欣慰，多謝

學校3年內的施教，今天晞嵐完成人生其中一個

小階段，小成就，感謝學校每一位曾經養育過這

棵小樹苗的你 /妳。晞嵐，媽媽永遠愛你，老師

們！感謝你！！ 

全3A 吳晞嵐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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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疫情，也令

我們做家長的，更深深體會到當

老師的不容易，原來過往老師天

天都要面對我們這三個月面對的

小魔怪！！由兩年多前開始的跌跌碰碰，到今天

懂得跟爸媽駁咀講道理，小小的人生就是這樣成

長過來，感謝沿路上每位老師，用愛緊握他們的

心，陪伴他們正路前行！而很快又要踏進新的階

段啦！各位小朋友，大家一齊努力啊！

全3A 鍾正 家長

芷穎由K1每天喊住返學到K3每

天開心笑住返學，真的要多謝

每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尤其是

吳老師和邱老師，可以看到芷

穎在學習，守紀律及禮貌各方面都有進步，幼稚

園的生活即將結束，芷穎能在這裡開心學習及成

長，衷心感謝蔡校長及各位老師。

全3A 陳芷穎 家長

清晰的記得寶貝去幼稚園的第

一天，穿上整潔的校服，背上

書包，像一只快樂的小鳥進了

校園，從撕心裂肺的哭喊，到

從容的走進學校，最後可以回到家訴說學校所發

生的事和物，所有的進步都離不開老師的精心培

育，轉眼寶貝即將從幼稚園畢業，進入小學階段

學習，媽媽希望你能繼續這麼陽光快樂健康成

長。我愛你寶貝！

全3A 陳子朗 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短短三年幼稚

園生活快將完結，步入小學階

段，還記得煒善第一天上學，

流著淚的進入課室，到現在每

天都嚷著要上學，每天都分享校園生活趣事，在

此衷心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姐姐的

教導和照顧，讓她有個美好回憶。

上3A 黃煒善 家長

假期跟圻圻到貝澳沙灘堆沙。

相片是記錄我和圻圻回程時，

一同坐地鐵的情境。希望各位

老師，同學，各位都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

上3B 黎奕圻 家長

作為新手媽媽的我，用自己的

方式記錄了鎰軒成長的點點滴

滴，那種喜悅非筆墨所能形

容。在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

裡，看着兒子不斷進步，讓我覺得充滿欣喜。衷

心感謝蔡校長、各位老師、書記和嬸嬸，祝身體

健康！平安快樂！

上3B 陳鎰軒 家長

由於受疫情影響，不少市民都

減少外出，我們也在家工作、

學習和玩耍。生活節奏也從忙

碌的步伐中放慢下來，也多了

時間陪伴家人，享受天倫。但也希望這個疫情盡

快結束，可以除下口罩輕鬆外出。

上3B 徐浚銘 家長

感謝各位老師、校長三年以來

對小女的悉心照顧及無微不至

的關懷。回想起瀅鈺從K1剛上

課時的哭哭啼啼到今天帶著笑

容回校，這些改變印證了學校各位的努力。即將

升上小學，祝校長、老師、各位職工生活愉快，

身體健康！

上3B 張瀅鈺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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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心聲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三年

啦！我多謝同窗三年的同學，

也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姐

姐、馬姑娘，你們一直對他的

關心和教導。謝謝你們，新杰在校讀書變得懂

事！

上3B 林新杰 家長

今年真是太難忘了，在疫情下

小朋友只能在家中溫習和活

動，多得老師們用心預備學習

資源。K3快要完結了，真是

有點兒不捨得，我們不會忘記這3年開心回憶，

亦多謝老師們一直對爾萱的愛護和教導，謝謝你

們！

上3B 梁爾萱 家長

我們非常感謝學校、校長、老

師們為小朋友建立一個快樂

的、多元的及良好的學習環

境。除了正式課堂外，小朋友

也能在不同的課外活動及遊戲中學習知識。同

時，老師們親善有禮，成為小朋友學習的榜樣。

全3B 江子丞 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就度過精彩

的幼稚園生活！回顧過去，卓

軒由懵懵懂懂的小孩，慢慢變

成懂得關懷別人，喜愛探索新

事物和思考的小朋友！在學校悉心安排的多元化

課程教學下，卓軒懂得遵守規矩、禮貌、群體生

活，全賴校長、班主任、老師悉心照顧、教導！

最後，祝願校長、主任、班主任、各位老師、姐

姐，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全3B 羅卓軒 家長

日子過得好快，小兒逸熹畢業

了，要離開母校升小學，在這

三年，好多謝校長、老師同姐

姐，關心、照顧同教導，由K1

不喜歡上學至K3不捨得離開，就知道他在這裡

好開心，多謝校長的教學方針，老師一級陪上一

級令小朋友容易適應有安全感。多謝陳老師、廖

老師在這抗疫期間關心同幫忙、教導，還有多謝

K1、K2林老師、鄧老師用心照顧，萬分感激，謝

謝！

全3B 周逸熹 家長

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已

接近尾聲，欣穎即將畢業了。

十分感謝K1的鄧老師、林老

師；K2的林老師、陳老師；K3

的陳老師及廖老師對欣穎的教導。每次家長會都

聽到老師說欣穎的行為有進步，我真的十分欣慰

及感謝。欣穎是一個要有許多耐性去教導、指引

的小朋友，非常感謝各位老師。

全3B 何欣穎 家長

感謝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各級班主任、老師、謝主任、

蔡校長、姐姐和義工們的悉心

栽培與照顧，使旭麟、玟靖渡

過愉快難忘的三年幼稚園生活。畢業了，很多的

不捨。看著玟靖、旭麟從懵懂的小寶寶蛻變成愛

上學、有自信、守規矩的小朋友，作為父母本人

感到非常開心。

全3B 陳玟靖、陳旭麟 家長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的幼稚園

校園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即

將結束，本人想借今次的機會

衷心感謝蔡校長及老師們，特

別是3B班的陳老師和廖老師，謝謝妳們對霆曦

的悉心教導及栽培，讓他在學校除了學懂了書本

上的知識外，更讓他從小已學會了獨立和自理能

力，我們深信這點對小朋友的成長是終生受用，

感恩遇到妳們！

上3B 楊霆曦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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