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梓愉家長

家長心聲

每天看到梓愉喜悅的表情，分享學
校的點滴，深深感受到梓愉享受幼稚

園生活，由小孩發展成大孩子，感激

老師們栽培及教導，令我可看到孩子

的蛻變，慢慢懂得照顧自己，更欣慰

的見到她在話劇化身小天使。

四年時間過去，小孩要振翅高飛，

接受新挑戰，相信梓愉得到老師悉心

教導，懷著堅毅的心踏上更高、更寬

的人生舞台。

何梓愉家長

何梓琳家長

幼稚園是小孩人生的第一所學

校，也是小孩接受啓蒙教育的地方，

從梓琳牙牙學語的階段，幸運地可

進入幼稚園一同與同學們學習，一

同成長，學懂照顧自己更可參與表

演扮演瑪利亞，深深體會到孩子長

大了。

經過四年時間，看到頑皮的梓

琳畢業，感激幼稚園無時無刻的關

懷與教導，期望梓琳在升小一時，

朝著正確的方向做一個擁有智慧、

快樂的人。



時間飛逝，得力在幼稚園的學習

生活即將完結並進入新的學習階段。

回顧過去，兒子由牙牙學語和未懂得

自理的幼兒，成為現在懂得自我照顧

丶關懷別人丶喜愛探索新事物以及充

滿好奇心的小孩。感謝天父的恩典和

帶領，也感謝校長丶老師和教職員們

的悉心照顧和教導。祝願貴校的教職

們身心靈健壯，成為更多孩子們的祝

福！

得力就快成為小學生了，盼望他

和同學們能很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愉快學習！成為神和人所喜悅的孩子！

林得力家長

轉眼間，靖雯快將結束她

最純真最可愛的四年幼稚園校

園生活了。她即將成為小學生，

作為家長，我們既感激又興奮。

靖雯從前是一個內斂又膽

小的孩子，經過校長及老師們

悉心照顧和教導下，她漸漸變

得有自信，嘴巴有說不完的話

，喜歡分享校園的趣事，更學會了感恩和關愛別人。感謝學
校讓靖雯留下美好的點滴及教職員的耐心教導和照料。

翁靖雯家長



琳琳也是由預備班開始在這裏學習，

由初初學習自理生活，到開始認字及執筆

寫字。看見她的進步及長大，尤其是這一

年真的覺得她長大了很多，也看到她對學

習知識和畫畫等都感興趣，我心裏感到很

高興！希望她到另一所學校的校園生活和

學習都能開開心心，跟同學，老師相處愉

快！

最後希望各位小朋友，無論去到那裏，

都有快樂的童年!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又到我的第二位女兒卓琳在這所幼稚園畢
業了！因疫情關係，使琳琳有不一樣的高班學習生活，但少了很多
機會跟同學和老師相處，真有點可惜。快將離開這所幼稚園，相信
大家都會好依依不捨！

盧卓琳家長

時光飛逝，一轉眼子望就要從幼稚

園畢業了! 回想起三年前，當子望初來

到學校，我們很擔心他能否適應新的環

境，但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老師們的關

愛和照顧下他很快便適應了全日班的生

活。

這幾年間，我們見證了子望在各方

面的成長，他變得更加有自信，活潑又

開朗。同時他也學會守規矩、照顧自己

、與人分享、關愛別人等行為。作為家

長，我們也特別感謝學校時常舉辦各種

活動，例如親子旅行、聖誕聚餐、中秋

燈會及年宵活動等等，讓我們能參與其

中，和孩子一起分享校園生活的點滴。

再次感謝招校長、 莫主任、各位老師、姐姐和
同工對子望的教導和愛護！ 陳子望家長



我是和平高班陳樂童的爸

爸，首先多謝學校校長及老師

四年來對樂童的照顧和教導，

使她能茁壯成長。幼稚園生活

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我還是

記得樂童讀預備班前，仍未懂

說話，轉眼快將升讀小一，展

開新的學習生活，寄望能像幼

稚園生活一樣開心快樂。

陳樂童家長

很感恩奕鐺能入讀柴灣浸信

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

還記得第一天牽著他的小手上學

，轉眼已是第四個年頭。奕鐺很

喜歡學校，很愛他的老師，放學

後他會跟我分享在校內的點滴。

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奕鐺學到各樣的知識，建立了良好

的品格，學會服從和自律，也學會關愛別人。每天在學校能愉快

地學習， 一起唱歌，參與不同的方案教學和外出參觀，這些都

是幼稚園美好的時光。

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將要結束，衷心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

師及姐姐的關懷和教導，讓奕鐺渡過了一個愉快充實的幼稚園生

活。願奕鐺不忘老師的教誨，活出精彩的未來。

劉奕鐺家長



信信，貶眼間你將要離開幼稚園，

踏進小學，我們的心情簡直難以用筆

默去形容。你進入預備班的那一刻還

包著尿片，真不敢相信現在的你已有

自我照顧的能力。也許在爸媽心中你

永遠也是個BB。

時光飛逝，眼見你一天一天的成

長，作為爸媽真想把時間停留在這最

美好的時刻，但這是不可能的，人總

需要長大和成長。希望現在的你能在

神的帶領下成就未來的你。

蕭溢信家長

眨眼間，芷瑜將完成幼稚園的

階段，準備迎接小學生涯了。感受

到她在這幾年間的校園生活中過得

非常開心又愉快。芷瑜常道：「最

期待就係返學，因為可以同一班好

朋友玩。」雖然今年面對疫症，有

半個學期都沒法正常返學。這對學

生和家長來說都是一種遺憾，希望

將來的日子小朋友可以遇難越強，

用感恩的心面對前路。

麥芷瑜家長



首先，感謝老師們悉心照顧

日朗，他的姐姐雪晴也是在這間

美好的幼稚園畢業，我們一共經

歷了八年幼稚園生活，感受到師

生的關係十分好，學生十分尊敬

老師，而老師也充滿主的愛心及

專業的方法去培育學生，每當應

邀現場觀課的時候必感到驚訝及

感動。日朗快畢業了，感覺兒

子長大了。

最後，感謝招校長，林老師、劉老師、姐姐，及所有職員們，

願主延續及保守此等大愛予呂明才幼稚園，謝謝！

林日朗家長

回想起淑盈到呂明才幼稚園返

學的第一天，情景相當有趣，含着

眼淚很不捨的放開媽媽的手。不過隨

着各位老師們無微不至的關愛和耐心

教導栽培下，令到淑盈變得乖巧伶俐

，認真學習。讓她在校園裏學會了

很多的知識，生活技能，與人相處。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快將畢業了！

感謝招校長、各位老師及職工

姐姐的悉心照顧，給了淑盈愉快的幼

稚園生活。

羅淑盈家長



女兒希藍在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

中心由預備班開始就讀至現在高班

，即將要畢業了。快將近四年時間，

過程中小女兒在校園中得到校長和

老師用心教導，能見證到女兒由一

張白紙到現在成為一個能認字、懂

分享、有愛心、會包容和有禮貌的

小女孩。多謝校長和老師們用愛心

教導女兒無私奉獻。

祝福希藍升上小學，用心學習。

謝希藍家長

記起霆霆兩歲時，第一次離開

我，每次放學老師也跟我說霆霆在

學校哭。一連兩個學期上學時都

仍在哭，我知道霆霆適應能力較弱，

是學校老師一次又一次不辭勞苦地

開導霆霆，特別關顧他，令他在學

校裏有家的感覺，直到現在，他每

天都很期待可以快點回到學校。最

後感謝呂明才幼稚園對霆霆的栽培。

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平安

喜樂。

孔肇霆家長



轉眼間曉晴快要畢業了，在這三

年期間，她成長了不少。雖然曉晴因

社交問題沒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學

校每一個老師對曉晴都十分照顧，曉

晴甚至跟我說，所有老師都是她的好

朋友，可見曉晴很愛每一位老師。

從前的曉晴很偏吃，直至上學後她漸漸嘗試吃各種不同的

食物，可見每一位老師比我這個當媽媽的更加有耐心。曉晴的

哥哥也是在這所幼稚園畢業的，在我眼裡，柴灣浸信會呂明才

幼稚園是一所好的學校，校長、老師和校工都十分有愛心！幸

運地哥哥和妹妹都得到了悉心的教導！

妹妹將要上小學了，我很喜歡參加學校的所有活動，希望

還能參加學校舉辦的家長團契和講座。 羅曉晴家長

致招校長、莫主任、各位老師：

感謝你們在這三年對棨洛的耐心教導和照顧，記得當初棨洛

被取錄，我們一家都好開心，好感恩，終於可以入到心儀的學校。

開學初期，陳老師已經協助棨洛參加學前教育課程，在各老

師的悉心教導和協助下，棨洛在各方面都有好大的進步。明白棨

洛相比其他同學更需要老師的付出和耐心教導，衷心感謝校長和

老師一直以來對棨洛的關顧。

在過去的日子看見棨洛不斷的

努力和進步，希望他將來也如此，

可以在開心快樂的校園生活中努力

學習，吸取更多知識，做個開心快

樂的孩子。

何棨洛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俊希轉眼間就要成

為一個小學生了，回想幼稚園的這四年

間真的很感概。回想起預備班的他仍不

懂說話，當時康老師給了他非常多的疼

愛和關心，令他漸漸懂得與人相處和溝

通。現在回頭看，縱然可能他有很多方

面的不足，但看到他每天的進步，我是

真的很開心，祝福他去到新的小學，能

與同學融洽相處，學業進步。
朱俊希家長

時間真的過得好快，轉眼小女快將

在幼稚園畢業了。尤其今年遇上全球性

新冠肺炎病毒，學校還要停學，所以我

們感受特別深刻。有幸我們都一家平安，

身體健康，這段時間與女兒相處時間亦

增加了，看見她每天也在進步、成長，

感到萬分欣慰。看著她快將升上小一、

進入人生新一個階段心裏感到既緊張又

興奮。祝願她身體健康、小一生活愉快。

關渃藍家長

光陰似箭，三年的幼稚園生活轉眼
即將過去，芷晴很快就畢業升讀小一了
。在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中，不但學習
了日常知識，還令她有一個開心難忘的
校園生活。作為家長，我們感謝校長、
主任和所有老師在這三年悉心的照顧和
教導，讓她健康成長。

劉芷晴家長



溢鋒在幼稚園的校園生活，不
經不覺已經四年了，回想由面試到就
讀喜樂高班，當中有許多難忘的經歷
，至今都記憶猶新，好像昨日發生似
的。令我最開心的事，他從一個傻傻
的孩子，到逐漸掌握自理的能力，又
學會與小朋友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並
懂得回家分享校內的趣事等等，藉此
特別多謝招校長、莫主任、班主任、
各位老師及職工姐姐，對豐豐的特別
照顧，令他可以開心地在學校渡過難
忘的時光。

黃溢鋒家長

光陰似箭，轉眼間女兒凱藍快將高班畢業，感謝柴灣浸
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讓她充實渡過了四年的幼稚
園生活。

凱藍是一名活潑好動的女孩子，但遇上不快時可能會鬧情
緒和發脾氣，幸好遇上充滿愛心又有耐性的老師們，悉心照顧
和教導凱藍，在此特別感謝已轉校的許老師、低班的蔡老師、
高班的李老師和連續兩年推薦凱藍參加普通話比賽的蘇老師。

此外，每年學校所舉辦的家長日、開放日和親子活動，透
過與老師面對面的溝通、以及陪伴小朋友
一同參與活動，藉此可以了解凱藍在學
校生活的另一面，這些校園體驗使我獲
益良多，同時也更了解子女的需要。

最後，祝福所有高班小朋友，小
學生活順利並能各展所長。

柯凱藍家長



仍記得三年前帶着兒子到學校面試，康老師拿出一隻烏
龜玩具，兒子把不同形狀的積木放到龜殼的
洞洞裡⋯⋯畫面仍歷歷在目，一切仿如
昨日。

感謝校長丶老師與學校
各人對小兒的愛護，讓他愉快
地學習及成長。願他帶着滿滿
的愛，在這人生的起步點繼續
向前邁進。

宋嘉銘家長

時間不經意地流逝，轉眼間四年幼稚園的生活即將結束，
我深感不捨。

回想第一天上學，仍然歷歷在目！由開始時我抱著梓琳，她喊
着說「不想返學！」，到後來她笑著拖著同學的手一起上學，各種
大小轉變都令我感恩老師們的付出，一切得來不易。感恩老師們的

悉心教育和培養，使梓琳從一個懵懂的小妹妹變成一個有責任感會

擔當的大姐姐。

時間留給世人的是經歷，是沉澱。今年經歷新冠病毒，使他們

在學校與同學、老師相處的時間縮短了，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梓琳

能夠珍惜與老師、同學們相處的時光，並將友誼延續！

轉眼要升小學了，希望同學們都能入讀心

儀的小學，祝願每位小朋友都開開心心。再次

感謝校長、老師們同學們對梓琳的關心與愛護

，謝謝大家！

、

杜梓琳家長



感恩大女兒 (現在10歲了) 和孖女 (凱盈 & 凱霖) 都能入
讀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多年來，老師都
悉心教導學生，讓女兒們除獲得課本知識外，自理能力亦有
很大的進步，看著她們一天一天的成長，非常感謝校長、老
師對女兒們的教導。轉眼間，四年就這
樣過去，今年已經要畢業了。

二零一九年，是不平凡又不平安的
一個年度，社會運動加上疫情的影響，
讓同屆學生都經歷了課堂上所學不到
的功課，願孩子們在未來不只專注於
學習上，亦盼望孩子能懂得明辨是非
，持守公義，緊緊依賴耶穌基督渡過
每一天。

猶記得初次踏入學校的第一天，
孩子與父母初次分開，踏出人生的第
一步，由開始的不捨到慢慢適應直至
成長，我深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日漸進
步，離不開校園老師們的辛勤付出和
用心培育，在此感謝校長和全體的老
師。

轉眼間，幼稚園的校園生活即將
完結，作為父母和孩子都非常不捨，
但這正是人生每個階段的必經之路，
衷心祝願孩子們，未來飛得更高更遠
，永遠健康和快樂！

蘇凱盈、蘇凱霖家長

柳卓思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已到了高班畢業的
最後一個學期。回想甄妤由幼兒班到現在
，成長了不少，從懵懵懂懂的小女孩，成
為一個有愛心，會唱歌跳舞，講故事的小
姐姐。作為家長，我看在眼裡，記在心
裡，這些變化，都離不開老師們的辛勤
付出和用心培育。

今年是一個特別的畢業年，因不
幸遇上「新型冠狀病毒」，令所有學
生都不能正常上學，只能在家學習，但我相
信未來會更好！

甄妤，快升上小一啦！妳即將踏入不一樣的校園，轉眼
之間，便要告別幼稚園的生活，媽媽期望妳，無論遇到任何
困難和失敗，都能堅強勇敢地面對！

阮甄妤家長

轉眼間，明義在學校過了
四年的學習生活，看著名義由

「一嚿小飯團」，變成一個頗有
判斷能力，知禮守規的小孩，
我感到無比欣慰和高興。

在此， 我想多謝幼稚園裏
的每一位，你們都是孩子的守
護天使！回想由面試到取錄並
入學，每個階段，都來得那麼
順利自然，仿佛是天父爸爸的

悉心安排，感謝祢！願天父繼續祝福
明義，使他行在祢公義的路上。

宦明義家長



大家好！我是駿杰的爸
爸，首先要感謝校方對小兒
的照顧，由他牙牙學語，不
懂自行如廁及照顧自己，到
現在已經六歲就讀高班了，
回顧過去，一步一步走來，
一點一滴的學習，真的感激
各位老師多年的付出，悉心
的教導與照顧，衷心感謝！

曾駿杰家長

三年的時間快將過去，
可盈由不發一言、害羞的大寶
寶變成開朗、活潑、吱吱喳喳
的小女孩，數個月後，更將會
成為一個小學生。

我一直看著她這幾年的
成長，衷心感謝這三年間曾
教導她的師長，陪伴她學習
的同學。學校每一段的生活

片段，無論是早會時齊齊做的護
脊操；或是大家爭著要的積木玩具；午睡時賴床的一刻；還
是放學後一大班同學在公園跑跑跳跳⋯⋯這些美麗的回憶會永
遠留在我們的心中，謝謝你們！

蔡可盈家長



轉眼間，安娜已完成
幼稚園的學習生活，快將
進入小學的校園，我感謝
學校 的老師、校長和校工
姨姨，悉心教導和照顧安
娜，使她有一個開心和健
康的校園生活。

最後，我們希望所有應
屆的畢業生有一個開心和愉
快的小學生活。

唐安娜家長

時光匆匆，晉浩快將畢
業了，我倆看著他健康快樂
成長，感到由衷的高興，他
於計算、認字、寫字及表達
方面的能力都有所提昇，這
有賴老師們的悉心啟蒙、
教導和照顧，在此特向你
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麥晉浩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