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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熱針

東 華 三 院 黎 鄧 潤 球 幼 稚 園
TWGHs LAI TANG YUEN KAW
KINDERGARTEN

2021年7月校訊

學校選取不同的繪本故事刺激幼兒學習，透過「繪本」當中的圖像，簡潔的文字，增加幼兒的知識和培養他們的閱讀

能力並豐富其生活經驗，為幼兒奠下良好的語文基礎。而學校提供不同的學習歷程與事例和問題，更誘發幼兒的好奇

心，讓幼兒自行在預測、驗證、探究等活動中進行學習建構知識。

蔡麗娥校長

學校網頁 直擊校園片段

老師將幼兒引入一定的問題情境之後，鼓勵他們獨

立探索，然後讓幼兒自己去探索和分析。過程中，

教師會鷹架幼兒對問題作出推測及準備，並在課室

的學習區放置多樣性的材料。使用學習區前，教師

會適當的給予提示，如何利用所提供的物料進行探

索，協助幼兒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例如把不同物

料放到水盆中，再拿起物料擠壓，驗證物料能否 

吸水。活動後，教師請幼兒分享實驗結果及進行
總結，藉此鞏固幼兒知識。

蛋是幼兒常吃的食物，日常幼兒都會透過不同感官
認識蛋的結構（蛋殼、蛋白、蛋黃）和特性，當中幼

兒發現有圓圓的蛋黃，裏面好似有D水（蛋白）。用
手觸摸後發現蛋白黐笠笠。最後更嘗試用手和不同

工具：攪拌器、筷子、匙羹、牙籤、小型電動攪拌

器，把蛋黃與蛋白拌勻，完結後，他們會比較不同

的工具得出學習經驗，小型電動攪拌器會較快捷及

容易把蛋黃與蛋白拌勻，而且在攪拌時，觀察到蛋

白產生的流動及漩渦，感到新奇又有趣。

為什麼膠袋 

不能抹去 

桌面上的水？

那種打蛋器 
最好用？

我們藉著繪本故事「第一百個客人」模擬開餐館及

製作披薩，幼兒扮演廚師、侍應及客人，將生活情

景及日常對話於自由遊戲中呈現出來，更大膽運用

輕黏土及環保物料設計食物，發揮無限的想像及創

意。幼兒探索麵粉變成糊與水量的關係，從操作中

麵粉桿測試麵粉的軟硬度，從實踐中自我發揮，建

構新知識及經驗，寓遊戲於學習中。

幼兒體驗粉狀的麵粉加入不同水量後的軟硬度變化

幼兒探索物件於不同斜度的滾動情況 幼兒探索那些是吸水的物料

幼兒嘗試運用不同的器皿作打蛋器， 
觀察蛋漿被攪動時產生的漩渦

幼兒觀察蛋白與蛋白混合的情況

如何引起幼兒進行探索？

學校會配合幼兒日常生活經驗出發， 
誘發他們從生活情景中探究問題， 

並進行思考性的探索。



2

六大範疇

個人與群體

藝術與創意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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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與健康

幼兒數學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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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站
幼兒班

雖然今年幼兒面授課堂時間較短，但透過正向教育，幼兒於短時間內建立正確的行為表現，喜歡並享受上學的
樂趣，希望家長在家也能延續正向教育精神，促進幼兒的全人發展。

待人有禮、守規
則、懂自律、自
我欣賞並願意接
納他人？

你想幼兒成為一
個怎樣的孩子？

除了適量的規則，老師亦善用「真、快、準」讚賞，利用真誠的語氣態度，在幼兒做出好行為時立即給予準確
的讚賞。「真、快、準」讚賞有助幼兒加強自信心，學習欣賞自己及別人，而且即時的讚賞讓幼兒清楚知道自
己此刻的行為是對的。

學校一直鼓勵及推行「正向教育」，培養幼兒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建立正面情緒和快樂感知。學校
透過不同的活動及獎勵計劃，培養幼兒對學習保持正面的態度，更投入及喜歡學習，積極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藉著獎勵計劃，引導幼兒循序漸進地建立良好習慣，在計劃初期，幼兒準時回校上課就能得到貼紙作獎勵。當
守時的習慣成功建立後，便把計劃深化至準時回校及主動向老師打招呼才能獲得獎勵貼紙。

另外，為了讓幼兒有良好的學習氣氛，課堂上老師與幼兒訂立課堂規則，並利用視覺提示把規則貼到當眼處，
讓幼兒能自覺地專注課堂及遵守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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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站

為了提升幼兒自主學習和腦部執行功能，訓練幼兒的小肌肉發展，數理邏輯及解難能力，學校於復課後在幼
兒、低及高班課堂中，鼓勵幼兒親身操弄Amazing Blocks 奇趣積木，從而自幼建立對科學（S）、科技（T）、
工程（E）及數學（M）的知識概念。積木的六個面都具有多個孔洞，上下左右斜角都能拼接，是立體空間概念
較強的玩具，尤如玩黏土或繪畫一樣，幼兒可以開心地創作自己的作品。

在「顏色配對」活動過程中，幼兒通過配對相同顏色的積木拼砌一條由起點通往終點的橋樑，從而鍛鍊幼兒手
眼協調及解難的能力。

在「攤鋪拼圖」活動中，幼兒要依據挑戰咭的圖示，先把積木組件，接著把組件攤鋪及填滿在指定範圍內，讓
幼兒更加了解三維立體空間的概念，啟發幼兒數學邏輯思維發展。

在「神奇魔術手」活動中，幼兒利用多個轉軸組裝出一個可以伸縮的夾子夾起遠處的物件，藉以學習連桿的結
構和應用。並能訓練他們從一堆不規則且零散的小方塊，創建出某一特定造型的組織能力。

當幼兒在遊玩積木時，成人也可參與其中，過程中透過彼此互動、口述提問的方式刺激幼兒的想像力及給予適
時的讚美，增加幼兒對建構積木的自信心，他們也會更深刻的體驗到玩積木的樂趣。

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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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站
高班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建議，學前幼兒每日應進行「自由

遊戲」至少一小時。自由遊戲帶給幼兒的好處：幫助孩子建立

自信和自立、促進身體上的發展、促進社交和情緒發展、改善

語言能力、增強課堂學習、令孩子更開心。

甚至從觀察可見，幼兒在自由遊戲中設計不同體能遊戲與友伴遊玩，他們利用彩虹地墊作為投擲豆袋的目標；呼拉圈
作投籃的目標，自設遊戲規則和難度，例如投擲方式和距離，很快他們便大汗疊細汗，開心地從遊戲中訓練身體不同
的機能。

看看誰的豆袋可以擲進彩虹地墊內 我們這條平衡徑終於完成了！幼兒設計不同的體能遊戲 你要接著我的球！

配合主題「蘇小鴨去旅行」，幼兒利用不同的物料建設不同的景點，讓其他幼兒遊玩和參觀，適逢最近高班迪士尼畢
業慶典經驗，幼兒更創設「迷離大宅」、「影子屋」和「小小舞台」景點，發揮個人創意，亦有助培養解難能力。例如當
中有幼兒發現，紙箱難以嵌入遊樂場洞口，於是他們主動嘗試用皺紋膠紙以不同粘貼方法令紙箱變得鞏固，其後更為
紙箱畫上不同海洋生物，令紙箱變成海底隧道！

我要在海底隧道上加上不同的海洋生物！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海洋生物！我們測試一下這海底隧道是否牢固！ 我們正在維修這條隧道！

高班因應課程主題「古利和古拉」和「第一百個客人」，幼兒與同伴合作按自己想法設計出一所餐廳，由經營方式到設
計餐單和製作食物，透過彼此間討論，學會與不同友伴協商，甚至利用紙箱和紙袋創設出外賣專線，當中幼兒表現自
信，勇於表達自己的設計，例如外賣車上的設備，不單全面地提升幼兒六大範疇的發展，更深化自己從繪本中學習到
的知識。

大家快點來我的餐廳光顧， 
有很多美味的食物！

我們正在設計新菜式！ 我要把外賣送到客人手上！ 我要改裝我的外賣車， 
加入不同的功能！

學校持續加強活動中的探索元素，透過自由遊戲模式，將課程、幼兒喜好和能力，配合學校環境的不同設置
誘發幼兒利用低結構的物料，自由選用和配搭物料設計遊戲性質和不同的玩法。

我們一起設計巴士不同的部分吧！ 我正在用風筒幫客人設計髮型原來紙箱也可以變成汽車！ 快快來我們的投擲樂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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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愛吾兒

日期 活動 講者 /劃者策
2021年2月9日 新年網上活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3月24日 護脊大檢閱「脊骨神經健康講座」
及脊骨神經健康檢查

兒童脊科基金 - 李昉鈿註冊脊醫

2021年3月26日 復活節 fun fun 樂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3月27日 地球一小時熄燈活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4月23日 「綠化校園」親子種植活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6日 母親節活動 -尋親記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10日 高班迪士尼畢業慶典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21日 K1阿律愛玩水 -成果分享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31日至6月25日 「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活動 -「水果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6月1日 「開啟閱讀之門」家長講座 Parent Club -肥哥哥
2021年6月9日 「DIY迷你積木生態缸」家長工作坊 Concept X Plus Sara
2021年6月11日 K1「Catwalk Show」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6月17、18日 高班參觀「小一體驗課程」 天主教博智小學

2021年6月18日 父親節活動 -尋親記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6月30日 「煙草OUT 健康 IN」幼兒互動無煙劇場 保良局服務

2021年7月6日 20/21年度結業禮暨頒獎典禮 -葵青劇院演藝廳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7月8日 各級親子活動日暨高班畢業聚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7月9日 各級家長會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7月10日 新生幼兒班家長日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聯校活動 -家長講座
2021年3月20日 「直資 /私立小學選校知多D」聯校家長視像講座 本地教育及升學顧問 - 曾廣豪先生
2021年4月17日 「直資 /私立小學 -小一面試小貼士」聯校家長視像講座 本地兒童發展升學專家 - 黎景安先生

2021年5月15日 「小一叩門攻略」聯校家長視像講座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 馮育意校長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 梁敦瑜校長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 劉秀萍校長
聯校活動 -親子活動

2021年3月22日 親子戲偶劇場「貓咪麼麼」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28日 「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親子學習活動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新生遊戲日

2021年2月6日 開開心心過新年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3月20日 Easter Egg - Hunt! Hunt! Hunt!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4月17日 故事 Fun Fun 樂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8日 媽媽 I LOVE YOU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5月29日 遊戲篇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1年6月19日 上學篇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0年度下學期活動一覽表

高班迪士尼畢業慶典

「綠化校園」親子種植活動

父親節活動 -尋親記

母親節活動 -尋親記

「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親子學習活動

「開啟閱讀之門」家長講座

「DIY迷你積木生態缸」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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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穿梭

院校協作
計劃名稱 主辦機構

「賽馬會幼稚園數碼能力優化計劃」 IVE幼兒教育中心 -主辦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捐助
東華三院「童．理．心」家校培幼計劃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

課堂「正」策 -正向行為管理技巧　校本教師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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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及四年級）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 東華學院 人文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二年全日制） 香港教育大學　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融合教育）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2020/2021家長教育東華三院「童．理．心」家校培幼計劃
日期 活動 講者 /劃者策

2021年2月1日、3月7日、 
4月12日、4月19日

2020/2021家長教育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 -家長小組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 - 李姑娘

2021年4月9日 2020/2021家長教育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 -「靜觀 -瑜珈活動」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 - 瑜珈導師

2021年5月24日 2020/2021家長教育東華三院「童．理．心」
家校培幼計劃 -畢業禮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務中心 - 李姑娘

Project Care教師身心靈健康計劃   教師工作坊「香薰蠟燭」 東華三院「童．理．心」家校培幼計劃 - 畢業禮

幼師體適能培訓工作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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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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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三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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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毅進文憑「幼兒教育」一年制

東華學院 人文學院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一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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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儀

GAPSK — 普通話水平測試

高級組

劉鈞洛
鄭宛姿
鄧伊淇
黃俊喆

卓越一級

中級

卓越一級

方芷晴
陳梓玥

卓越二級

陳靖媛 優良一級

初級

周子騫
梁卓楠
林詠沁
劉鈞洛

卓越一級

蔡恒鏘 卓越二級

2021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幼稚園組

普通話獨誦
K1 梁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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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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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關超然太平紳士兒童藝術獎」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2020-2021年度學生獎項

上3A  陳芓妤
熱帶草裙舞蹈家

全3B  張雅汶
馬戲團馴獸師

全3B  黃君甯
開心芭蕾舞家



在這三年的幼稚園時間，芓妤
的點滴進步離不開每一位老師
的辛勤工作，感謝老師們的默
默耕耘，耐心教導了許多知
識，也培養了孩子美好的品德。在此也非常多謝
蔡校長、謝主任、老師們、校工們為孩子的成長
和健康無微不至的照顧。

上3A 陳芓妤 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就快
要幼稚園畢業了。家長很開心
看到鋌軒這三年間的成長。他
變得更加有禮貌、有愛心、自
信、開朗、勇敢。衷心的感謝蔡校長、謝主任、
各位老師、姨姨們的關愛和教導！

全3A 何鋌軒 家長

面對突如其來疫情，所有人都
措手不及，考驗每個人的抗疫
壓力。感恩芷晴能變得成熟，
明白能上學不是必然的，使她
更珍惜上學日子。感謝蔡校長領導有方，帶領出
色的團隊為學生不斷付出。更感謝廖老師和吳老
師為芷晴的幼稚園生活填上彩虹色，帶來無限的
活力和希望。

全3A 方芷晴 家長

感謝三年來校長、老師和校工
們對賢智悉心栽培、教導、照
顧和包容。令他從當初害羞不
愛說話，變成主動與人分享，
感受到一點一滴的改變，讓他能渡過一個充實愉
快的校園生活。再次衷心感謝你們，順祝工作順
利，身體健康！

上3A 何賢智 家長

好多謝校長、各位老師校工姨
姨三年來悉心照顧！令敬熹由
一個容易喊嘅大BB，變成一個
樂觀有自信、識得愛人愛自己
嘅小朋友。升小學之後，相信敬熹會繼續Keep
住呢份心情一直努力！真的衷心感謝你們！

全3A 譚敬熹 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孔暉
臻小朋友幼稚園畢業啦！離開
他人生第一個母校，感謝這三
年內所有教導過囝囝的老師和
協助照顧他們的校工姐姐、蔡校長、謝主任。感
謝老師耐心教導同愛心，暉臻說：我要離開母校
和老師，要展開新一頁，感謝不盡，這三年能開
開心心上學，感恩！

全3A 孔暉臻 家長

各老師、校長、技工你們好！
小女在校讀書、學習知識外，
也學習做人處事的態度，看見
小女日漸進步，也多了關心同
學和別人。衷心感謝你們的照顧、教導。Thanks! 
祝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上3A 沈羲琳 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三年幼稚園的
生活不經不覺在疫情下很快就
結束了。想起張敏莉K1開學時
是一個很膽小、怕醜的學生。
現在變得很活潑開朗，懂得照顧身邊的同學。在
此衷心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姐姐、
姨媽的悉心教導和照顧。

全3A 張敏莉 家長

我的孩子能夠在這間幼稚園成
長，我真的很開心。多謝各位老
師悉心的教導、不斷的鼓勵、多
元的教學，令被動的柏蕎漸漸進
步起來。雖然幼稚園生涯在疫情底下結尾，但腦
海裡依然充滿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回憶。感恩沿路
有您們！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上3A 薛柏蕎 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小
女鎧晴即將結束幼稚園的學習
生涯。在這三年的學習時光，
本人很感謝校長、老師、駐校
社工、姐姐等的悉心教導、耐心照顧，不時的對
鎧晴的鼓勵令晴晴在學習知識上、自理能力和社
交方面有所進步。如今，要升小一，在這刻的別
離，老師好友心中記。希望在新校園不忘老師的
教誨，展翅高飛，學有所成。最後，祝福黎鄧潤
球幼稚園老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全3A 黃鎧晴 家長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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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皖琳還剩一個月就畢
業，結束幼稚園的生活了！由
最初擔心她上學不習慣，到現
在她喜歡上學，還經常參與學
校舉辦的活動、表演和比賽，令她增加了不少的
自信心，好感謝老師們。感謝東華三院。

全3A 李皖琳 家長

畢業了！疫情下，可以回校上
課的日子的確很珍貴。但老師
和同學之間的相處並不陌生，
每位小朋友都很投入校園生
活、愉快學習。多謝校長、各位老師無限的關愛
和照顧！祝各位小朋友往後的每個成長階段都開
心、快樂！

全3A 章嘉熹 家長

雅汶以轉校生身份融入東華的
大家庭，感恩校長及老師們的
關愛，雖只有半日實體課，在
兩位班主任引領下認識了很多
新朋友，亦有幸可參與劍橋英文小組。雅汶非常
享受校園的生活，學校豐富而充實的課堂學習及
活動，初試朗誦及各類大型比賽，獲益良多。一
年幼稚園的經歷對雅汶有莫大裨益，是小樹苗茁
壯成長的根基，是小鳥飛翔的翅膀。

全3B 張雅汶 家長

好幸運當初報到東華三院黎鄧
潤球幼稚園，每位老師都很有
耐心和愛心，讓小朋友很喜歡
上學，很有動力學習，校長也
非常有愛心和耐心，讓很多小朋友都喜歡回學校
上學，另外石銘熹即將畢業，本人在此謝謝校長
老師們對石銘熹同學的教育和教導，在這三年的
學習時光裡他很快樂。謝謝黎鄧潤球所有工作人
員，祝永遠身體健康。

全3B 石銘熹 家長

轉眼間，孩子已經快畢業了，
在老師細心的培養下，家智學
會了怎樣與人溝通和基本的生
活自理，再次感謝各位老師這
幾年的照顧，感謝！

全3A 梁家智 家長

十分感謝蔡校長、謝主任、各位
老師、馬姑娘及姐姐對女兒無微
不至的照顧及鼓勵，令害怕分離
的女兒由愛哭鬼變成每天都帶著
笑容、滿心歡喜、充滿期待的心情上學。

在疫情的期間，感謝學校的配合才能讓女兒可以
到校上實體課堂，真的辛苦你們了。

另外，特別感謝每一年的班主任（1A 李老師及張
老師；2A廖老師和王老師；3A廖老師和吳老師）
因為你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令女兒各方面的成
長及表現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你們還不時告訴我
關於女兒在校園的生活狀況，令我可以安心地工
作，真的非常感謝你們每一位。亦都感謝Miss 
Nat有趣生動的教學，令女兒喜歡上英文課堂。

祝各位健康快樂！工作愉快！

全3A 蔡以雅 家長

三年幼稚園生活轉眼便過，回想
像是不久的事，由於疫情關係，
3年的幼稚園生活有1/3時間停
課，幸好停課不停學，小朋友還
是享受到幼園生活，在此感謝校長、主任、一眾
老師付出，比正常可面授教學還要付出及安排更
多，真的很多謝你們對學生的關懷及付出。

全3B 李俊羲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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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時光飛逝，轉眼三年，回望三年
前為知樂選校的心情。今日回
顧、感恩沒有感到遺憾。看到孩
子熱愛學習，勇於嘗試，完全感
受知樂是在充滿愛的學校中成長。感謝老師的教
導及培養，令知樂成為有信心，有責任感的孩子。

全3B 李知樂 家長

轉眼間，小伙子要升上小學了。
回想心哲K1上學時不捨爸媽爆
喊，到現在給爸爸一個眼神便回
學校，這小子已長大了。希望他
上小學時也能同樣面對新環境，勇於挑戰。感謝
校長及一眾老師的悉心教導，在這不一樣的學習
環境下使各同學愉快學習。謝謝您們，祝身心健
康、工作順利！

上3B 劉心哲 家長

謝謝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所
有教職員。時間飛逝，啟楊已完
成3年課程。記得3年前，啟楊
還是個害怕上學而大哭的小孩，
經過3年老師悉心教導和照顧，我覺得啟楊已進步
成一個小大人，對啟楊日後成長打下深厚基礎。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上3B 梁啟楊 家長

時間飛逝，轉眼間，梓然已經要
畢業了，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
及校內各工作人員在這三年來悉
心的照顧和教導，好讓她能在開
心快樂的環境中學習，令到初時內斂害羞的她，
現變得勇於表達，成為活潑開朗的小女孩。

上3B 陳梓然 家長

感謝老師們在這三年對明思的
教導，陪伴明思這棵幼苗，因
為有你們老師的悉心照顧，幼
苗才能健康成長，更感謝老師
們帶給明思在幼園的美好回憶，在此我們為老師
們加油，因為我們的孩子，可以放心交給你們一
班好老師了。老師，加油！

上3B 翁明思 家長

時間飛逝，樂謙在這三年幼稚
園生活快要結束！即將畢業，
真的不捨。在這三年裡樂謙的
知識學習，自理及表達能力都
很大進步，亦很喜歡分享校園生活點滴。在此衷
心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以及
感謝各位姐姐的照顧。

上3B 陳樂謙 家長

三年了，就這樣過了不平凡的三
年。縱然這三年荊棘滿途，包括
新型冠狀病毒的來襲，學習模式
的轉變，但黎鄧潤球幼稚園仍然
能營造優越的學習環境，培育幼苗。這全因你們
這出色的教學團隊，全靠蔡校長的領導，全賴老
師們的付出！「校長、老師，謝謝你們！感恩在你
們的滋潤下，我們的小蓓蕾開花了！」

上3B 伍思蓓 家長

時光飛逝，三年幼稚園生活即將要
結束，心情是既喜悅又不捨，衷心
感謝校長、主任及姐姐一直對臻豪
耐心教導和悉心照顧，令他在校
園裡不斷探索和學習不同知識而豐富他的生活經
驗，更令他慢慢懂得將學校所學到嘅知識和遇到
趣事回來與家人分享，在這即將畢業之際，再一
次感謝每一位老師熱誠而辛勤付出，給臻豪留下
一個開心難忘幼稚園回憶！

全3B 許臻豪 家長

三年的幼稚園生涯即將結束
了。疫情下，雖然實際上課時
間只有一半，失去了很多課外
活動的機會，但我們仍感恩思
庭能快樂過每一天，感恩遇上有愛心，有耐性的
校長、主任、老師、書記和姐姐們。感謝您們的
付出和努力，讓思庭健康成長，使他有美好的回
憶。也祝願每位小朋友努力向上，在新的小學階
段打好根基，茁壯成長！

全3B 卓思庭 家長

一轉已經三年，這三年大家都
唔容易過，不一樣的三年，看
著孩子長大，係一件很幸福的
事，好多謝東華三院黎鄧潤球
幼稚園對犬兒的教導和照顧，多謝老師的辛勞教
育，多謝姐姐的照顧和清潔，多謝蔡校長愛心和
領導，才會成就各小朋友的健康成長，衷心祝福
各位身體健康！可以走更遠路，帶領小朋友健康
成長！加油、努力！

全3B 鄭鉤元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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