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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初初入學的她，到現在已經學懂很多不同的事情及有自己的意見和

想法。子菁在學校其中最喜歡的就是小食嘗試，毎有小食嘗試當晚就好興奮的

問我：「媽媽妳估下今日整咩食？」而親子活動中令我最特別難忘的就是當家

長義工及可以讓我們高班同學在學校燒烤，這些都留給我們一些美好的回憶！ 

 

最後衷心多謝學校毎一位教職員有愛心耐心的教導一班很可愛獨特的小孩

子！ 

 

鄺子菁家長 

   光陰似箭，子龍就要告別他的人生第一個學習階

段----幼稚園，回顧這些年來之點滴，可謂萬分感

恩！                      

黃子龍家長 

 記得子龍剛上幼稚園時，只會說簡

單的隻字片語，常令我們擔心不

已，但經過學校老師們悉心教導，

讓他語言表達能力進歩非常快，從

而增加了自信，在此我們特別感謝

校長，主任，老師，校工們的悉心

照顧與栽培。               

 十分榮幸小兒能夠入讀呂明才

幼稚園，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並

且健康快樂地成長，同時也祝學校

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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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睿家長 

  二零一四年八月，由一個小小的身軀背著大大的書包上

學去，到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和成長不少的身影。入學那

年彷彿昨天的事，甚是懷念……這些年不單只睿睿學習，作

為家長也學習不少。 

  有次睿睿在學校玩遊戲，輸了，哭了! 選擇不參與遊戲，

避免玩輸了的挫敗感，這些日子裡很感謝老師團隊的努力他

們很有愛心耐性地鼓勵和解釋，老師們也會用孩童的視線水

平蹲下，教導他，讓他慢慢從挫敗中學習柔韌生命成長，我

看到這動作，真的很感動，小孩也感到尊重和有安全感，作

為家長也學習到成長需要忍受，有些事是急不了的。 

    感謝主！衪作了大工在我家！原生活在廣州五年，因國內教育政策和資源分配

上；港人子女只能就讀國際學校，常規學校不獲接受，因此迫切為兩位小天使尋找

香港幼稚園，幸得主安排一切，剛好有學生退學，而獲柴浸校長接納入學，奇妙的

是天父連住所有給安排妥當，小朋友也很快適應香港教育。現在已順利過渡，同時

小一排位也分配到理想小學，感謝柴浸校長老師 

悉心愛護和關心！感謝萬分！謝謝！ 

 

周宛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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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翹快畢業了，感謝幼稚園各位老師及姨姨們一直以來的悉心照顧和包

容。見到翹翹在學校學習得開心愉快，作為家長亦感到十分安慰。她常說在

學校午餐的豆⻆煎蛋好好味，亦不停地介紹老師教她的故事及手工勞作。她

最喜歡扮演老師⻆色！再次感謝校長老師及姨姨的照顧，令翹翹有個開心快

樂的幼稚園生活！謝謝！ 

 

黎芷翹家長 

    不知不覺思哲快要幼稚園畢業了，回想當初上學的

時候，思哲每天都因為不捨得父母而哭過不停，現在已

高班，他較從前開朗，並很喜歡上學，時常在回家途中

和我們分享學校的經歷，學校亦舉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

參觀及親子活動，讓同學們都能夠擁有一些美好的回

憶，特别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但願每個小朋友都能

繼續開心愉快成長。 

 

郭思哲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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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峻杰初入預備班時，性格內向被動，欠缺

自信，不懂跟人交朋友，甚至反應和適應能力都慢，

很慶幸他被編入小班，讀了四年只換了兩個老師，預

備班和幼兒班由鄧老師教，低班和高班由資深的莫主

任教，還有張老師幫忙協助，讓他容易些適應學校生

活，亦讓老師能夠多些時間了解他，峻杰很有個性，

相信老師要很有愛心和智慧才能教導他，這些年見著

他一天一天長大，一步一步成長， 

變得有主見，充滿自信，反應快， 

最重要是自律性和責任感都加強 

，令我放心他有能力升讀小學， 

很感激學校的校長、老師和各同 

工的愛心付出。 

 

勞峻杰家長 

  我女兒林雪晴，現就讀高班，由入讀幼兒班至今已不經不覺 4年了，由她的出世到今

日可開心佻皮地返學，時間過得太快，回想一切是像昨天的事一樣。 

    相信感覺時間的飛逝，亦其中因為是她有快樂的童年，喜樂的性恪，以至令我們家長

也同時同刻的享受喜樂，而令時間過得快，今年已做小學生了。 

  相信快樂的童年，除家庭教育外，學校教育亦佔極重要因素，聽著老師說她的第一日

返幼兒班，自己擔椅去開門逃走至今天想返學見同學，快樂回家高歌，努力及盡力做自己

功課，做好的目的是為求莫主任的讚美。從她身上的品學已可知學校教育之肯定。 

   我們作為基督徒家庭，感謝主给我們好的崇拜地方，同時此地亦有基督教育的學校

地方，所見的牧師及職員也份外親切。 

  感谢老師們的教導，姐姐的幫忙，莫主任的不怒而威的教導方法。當然是感謝招校長

的管理，妥善的管理才有好的學習生活還境。 

   感谢主賜予林雪晴有美好的幼稚園生活，可繼續承著神的恩賜去迎接小學新生活了。 

 

林雪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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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校長、主任和老師，我是喜樂高班張凱姸家長，姸姸由 N1 至 K3在柴浸的生活真

的多資多采，今年 9月凱姸弟弟也將會加入這個大家庭，凱姸是一個很慢熱，說話不多

和愛發脾氣小朋友，老師真的很用心教導，因為我是在職媽媽，沒有時間接觸其他同班

家長，在 N1和 K1時候凱姸在台上表演，有家長問：「哪個站在台上不動的是.......」當

時的我說她就是我的女兒張凱姸，這個時候真是好感激老師一直對她栽培和關懷，其實

我明白小朋友要踏上這個舞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經過很多磨練才會有今日的她，

現在大家畢業，小朋友和家長都十分不捨，在這兒很感謝校長、全校老師和姐姐一直照

顧我們小孩子成長。 

 

張凱姸家長 

  輾轉又到細仔家譽的第一個畢業典禮！才好像是昨

天，軟軟的身軀放在身邊熟睡的模樣，到現在選擇和我倆

睡、說那本故事書⋯⋯原來日子已靜悄悄的流走了！ 

  家譽從小已不需我傷神，18個月戒夜片、自己上床睡覺

⋯⋯到一六年暑假主動跟我說想學功夫，於是在家附近找到了

大聖劈掛門，由於他上課很專心認真，師父很快的已要他表

演了，半年下來，家譽明顯得增加了自信，現在每逢星期三

更自覺的在學校完成過半功課才回家，這麼小的他已找到自

己的興趣，愈學愈起勁哩！ 

 

李家譽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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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已四年了，回想起小兒梓朗

初走進校園讀預備班時，是一個什麼都不懂，話都還不

怎麼說得清楚的一個小寶寶。經過四年的幼稚園生活，

如今已是一個懂禮貌、守規矩、能說會道的一個乖小

孩。能看懂很多字，熱愛看書，還跟學校去參觀許多不

同地方的活動。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校長有效的領導，還

有各位老師及職工的悉心教導和耐心的照顧。真心謝謝

老師們！ 

 

林梓朗家長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轉眼間我女兒從一個牙牙學語的小朋友，變

成一個可愛的小學生。「時間匆匆流逝」我女兒的幼稚園生涯已快結束。小女

也交到許多好朋友，曾經被我女起咬過的小朋友已經變成好夥伴，我和他家長

通過學校活動一起談「教子經」。我很感謝呂明才幼稚園的教育方式和阿姨們

的細心照顧。最後感謝天父讓我認識呂明才幼稚園！  

 

曾琬晴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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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每天在學校會發生很多事，大事小事開心與不開心，每天的經歷都

是他們人生的組成部份，孩子需要逐漸學習明辨是非能力，在校園中一天天

成長，每天都是難忘的一天，看着孩子的成長，我感到無比的歡樂，很感謝

每位陪着她成長的老師與同學。  

 

鍾嘉盈家長 

    四年幼稚園的生活轉眼已到尾聲，在此衷心感謝呂

明才幼稚園校長、主任及各位老師們的悉心照顧及關懷。 

  經過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博曦長大了，懂事了，也

即將升讀小學，在這四年裡他每天都開開心心上學，放

學回家就和我們分享在學校發生的趣事和學到的知識，

令我們感受到無盡的喜樂。 

                    另一方面，我作為家長也獲益 

                   良多，透過貴校舉辦的活動及講 

                   座，讓我學習到怎樣和孩子建立 

                  良好的關係。再次感謝您們给博曦 

                  一個愉快、有愛的學習環境。 

 

陳博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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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喜樂高班的家長羅駿曦媽媽。曦曦從兩歲起就入讀

預備班，我記得那時候他才剛剛兩歲，但是他只用了一個星

期，就適應了學校的生活，而且每天都高高興興的，那時候

我就知道我選對了。 

  他每天會很早的就起床，等着我帶他上學，四年來，我

都沒有聽他說一句:「我不想上學！」說明他很喜歡老師。 

  學校亦常常舉辦親子活動，爸爸平時沒多少時間陪伴曦

曦，而學校的活動就能讓他們能有多一點時間在一起，而我

每次親子活動都可以輕輕鬆鬆的，挺不錯的。 

  總結一下，這所學校無論老師質素和辦學理念都很好，

教育小朋友同時，他們也教育了家長。 

羅駿曦家長 

  光陰似箭，三年的時間好快過去，芷螢是一個言語表達不好的孩子，但

她在學校的老師悉心教導下，她已有好大進步，在這個成長階段，好多謝老

師們的耐心和辛勞去啓發一個無稚的孩子，灌輸好多知識給她，令芷螢在學

校健康開心快樂成長，真是得益良多。 

 

 
余芷螢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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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父母都希望給子女精挑細選每一件事情，特別

是學校，學校對每位小朋友都很重要，因為要打好小朋

友的學習基礎和培養自理能力，體群學習，紀律和待人

接物等。 

  三年時間，眨眼就過，KATIE 畢業了，回想由她入

學時純真，到現在能說中文、英文、普通話的單字，待

人有禮友善、合群、樂觀樂天， 證明了 KATIE 在學校

中學習階段開心，吸收到不同的新知識和能善於發揮運

用。 

  多謝校內的每一位，尤其是和平高班班主任張老師

和謝老師的耐性和悉心教導，義工們和姐姐們的照顧，

校長和各老師們的課程安排。 

曾祉頵家長 

 轉眼間，俊霆已經是一個高班的大哥哥，很快就畢業了，也要進入

他人生的另一個學習階段。 

 回想當初送俊霆到學校的情景，我仍然記憶猶新，很感謝學校給予

小朋友群性發展的機會，讓小朋友學習與人相交、建立友誼，當我們和

他一起重溫校園生活照的時候，沒想到俊霆能說出每一個同學的名字，

還稱呼他們是「好朋友」！學校還給予小朋友跨越成長框框的機會，更

懂得表達自己、自理能力的提升、習慣校園的常規生活、學會獨處…有

時候還在家中扮演老師，要爸爸媽媽做學生，享受自己成為「大個仔」，

十分有趣！ 

 作為父母，我們感恩他能遇到一所好學校、並且感謝校長、各位老

師和姐姐，令他能在充滿愛心的地方學習和成長，望着他每天都是開開

心心的上學去。還有一點令我感到這所學校滿滿的都是愛，不僅每一位

教職員都記得所有小朋友的名字，而且還熟知他們的性格習慣，從日常

聊天當中指導他們。 

 最後，表達我們深情的謝意：「親愛的幼稚園校長和所有老師們，

謝謝您們為小朋友們付出的一切努力！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的心永

遠和您在一起！謝謝您，各位老師！祝你們永遠健康、幸福，快樂！同

時，深深祝福所有高班的小朋友都能健康！快樂！在新的旅程中能收獲

更多友誼，更多知識，更多喜悅！」 

吳俊霆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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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結束幼稚園的生活，非常感恩有老師和同學

的陪伴！ 

  記得剛剛來到的時候，可能環境有點陌生，言語

上溝通也有些困難，不過同學仔很喜歡和冠鵬玩，老

師也在一直幫助他，讓他可以那麼快適應！ 

  鵬鵬平時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男仔，希望這份

熱情和快樂可以一直伴隨着他成長！ 

陳冠鵬家長 

  衷心感謝柴灣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全體人員，校監、招校長、劉牧師、莫主

任、老師們、姐姐和校車叔叔，謝謝你們對苡玲的愛護和循循善誘的教導; 也感

激可以遇到一班活潑可愛的小伙伴，陪伴小女成長，一同經歷一同學習，這都為

苡玲的童年增添無限甜美的回憶！  

  三年時光飛逝，畢業在即，在此祝願學校繼續作育英才，各畢業生茁壯成長，

全程投入，活出真我！ 

 

高苡玲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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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幼稚園生活即將结束，十分感謝各位老師

和校長的辛勤栽培，看著孩子一天天的變化，由膽

小怕生到現在活潑開朗；由 K1 每天上學都哭哭啼

啼，到現在每天開開心心上學。很開心選擇就讀柴

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 

 

尹雋彥家長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發出。』箴言 4:23 

  感謝校長、老師、同工、家長和同學這四年來對雋恩的

教導和愛護，使她由含蓄害羞變成活潑開朗。記得預備班時，

有一位家長每天都跟她打招呼，但她總會躲在我身後，不敢

回應，直到學期尾，她才願意跟他打招呼，非常感激家長對

她的包容和忍耐，沒有因為她的『無禮』而生氣，亦成為她

的好榜樣，現在她慢慢地學著如何關心別人。 

  感謝教過雋恩的每一位老師，衷心多謝你們悉心的教

導，讓雋恩不單學到課本上的知識，也學懂照顧自己，明白

品格的重要；同時，也感謝學校這幾年安排了各式各樣的活

動，讓孩子走出課室學習，擴闊了他們的視野。 

  在此亦要特別感謝教普通話的蘇老師，因著蘇老師認真

的教導，讓她漸漸掌握朗誦的技巧，沒有老師的發掘，我們

絕對沒有想過她可以朗誦，因此十分感激蘇老師。 

  詩篇 1: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 ------ 共勉之。 

 賴雋恩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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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寧是高班的插班生，她開學初時，都顯得不開心。後來，她適應了

校園生活， 結識了新的同學和得到老師的關懷，心情亦好起來，每天都

歡歡喜喜地上學，回到家她也會暢談學校的學習情況，例如︰今天做了什

麼手工，做了什麼小食和跟小朋友玩耍。我好多謝校長、老師和校工姨姨

的照顧，使海寧有一個快樂和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唐海寧家長 

    光陰似箭，回想起兒子呱呱墜地的影像，恍如昨

天………軒軒已經是一位幼稚園高班學生了。 

    做母親的最大心願，莫過於能看見子女健康快樂的成

長，軒軒上學後，每天看見他懷著愉快的心情上學，高高

興興的回到家，他臉帶著笑容與我分享校內的點點滴滴、

趣事及老師們的耐心教導，受他的感染，我也不知不覺成

為學校的一份子。 

    在這裡，感謝學校每一位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每一位

學生，成為了孩子們的智慧和基石，感謝您們！ 

  
余智軒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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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到了珮淇幼稚園高班畢業了，很快便要踏上小學的旅程，很感謝

全體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的教職員多年來對珮淇的悉心教導和照顧，為

她提供了一個舒適多元的學習環境，令她擁有一個美好快樂的童年回憶。最

後，在此祝願各位應屆畢業生事事順利，生活愉快！ 

楊珮淇家長 

    感恩展朗能在柴浸幼稚園學習，這裏充滿着愛，我

們在這得到許多鼓勵、支持和關心。在此衷心感激校

長、主任、每位老師和姐姐的關愛和悉心教導。 

     展朗在這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校園生活，每天都開開

心心地返學，孩子快要畢業了，實在捨不得離開這個充

滿歡樂和美好的校園。 

    最後祝願各位小朋友健康快樂地長成，開心愉快地

學習。 

譚展朗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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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馬歷將要完成四年的幼稚園生活，踏入新的

小學階段。 

  承蒙校長及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及無限的愛心，令小兒健

康及快樂地成長。自小他有食物過敏及濕疹，老師都會很細

心地注意他在校園內的飲食，盡量減少他皮膚痕癢的問題，

對此非常感激。 

  為人父母最大的心願莫過於看到 

孩子活得快樂及健康。願每一位小孩 

都在天父的愛裡成長，成為天父所喜 

悅的孩子。 

馬歷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幼稚園生活就快結束了 ，在此十分感謝各位老師悉心

的教導、用心的栽培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令小女一年比一年進步，一年比一年懂

事，現在已經是個守秩序、懂禮貌的女孩。 

      在最後一年的幼稚園裡，小女每天都充滿期待、快樂！即將畢業了，小女充

滿了不捨，很感謝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令小女有一個充滿開心、難忘的幼稚園生

活及回憶！ 

謝梓韻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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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養小孩從來是件既重要又不容易的事，感恩羨柔入讀了這所學校，學校裏每

位教職員，在這件「非常任務」中實在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羨柔在學校不單學會

知識及自理，更能接受從聖經而來正確的道德觀及價值觀，加上感激所有教職員讓

學校滿有愛，這些不單成為羨柔的啟蒙，更累積成為她日後成長的基石。最後，也

感謝每一位高班的同學這幾年來與羨柔一起同行。 

鍾羨柔家長 

    轉眼間，信衡已過了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回想起他

初入學時，每晚都嚷著：「我聽日唔返學。」又或是早

上哭著回校的情景也不禁笑了起來。現在的他已長大

了，不再那麼害羞，每天開心地上學，而且漸漸學會自

己解難，這有賴老師們的教導。 

    離校在即，祝願每位小朋友升上小一後都能快快地

適應新的環境，愉快地學習。 

黃信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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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剛開學的頭一個月，每天都要老師抱着他進

學校，到後來每天都是自己依依不捨地走進學校，由什

麼都不懂到都做得比別人好，真的十分感恩，轉眼間他

快要畢業了，幼稚園生活快完結了，希望上到小學後還

會記得幼稚園的校長和老師們，也在此衷心感謝老師對

他的照顧。 

丘臻璟家長 

  轉眼間，晧瑤快將幼稚園畢業，隨即展開小學生涯了。 

  回想這幾年晧瑤學校生活的點點滴滴，有很多美好而難忘的片段立即浮現眼前。

例如晧瑤讀幼兒班時，被同學咬她的手；在低班時每日跟我說，很掛念鄧老師，並追

問鄧老師何時回校再教她等。這一切一切，相信都會深深烙印在我和晧瑤心中。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嬸嬸、家長和同學對晧瑤的關愛。最後，希望大家可繼續

保持聯繫吧！ 

劉晧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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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女兒已經畢業了，回想起小女由 K1-K3 在校學習期間也過得很開

心，女兒很喜歡高班的謝老師和張老師，所以在此感謝兩位老師的教學，感謝校

長和各位老師的教導，還有謝謝姐姐的照顧。 

黃藹穎家長 

轉眼之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完結了，很快就升

上小學，真是很不捨得。 

回想起謙謙剛上學時，謙謙要離開媽媽，他就去面

對陌生環境，令到他不習慣學校的生活，每天都哭著不

喜歡上學。 

經過老師們的悉心照顧和教導，謙謙慢慢地適應了

校園生活，很喜歡上學了。 

最後，我在此非常感謝所有老師和校長的照顧和關

愛，讓謙謙一路健康快樂成長，讓他懂得自律、有禮、

尊重別人和學會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好孩子，讓他開心快

樂完成了幼稚園的生活。謝謝你們！ 

陳縉謙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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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萱兒三年來的幼稚園生活點滴，真的是喜淚交加。剛剛升讀 K1時什麼都不懂， 

早上不願意起床，晚上不願意睡覺，一直不願意上學，讓我和爸爸頭痛了好久。時間過

得很快，到 K1下學期學校給了她一個進步奬讓她鼓舞很大，我們很明顯發現她真的有進

步，多謝老師的教育。 

    到了 K2是認字數數字這些萱兒也是特別差，我和爸爸每天都在生活中尋找事物幫助

她，希望她在學校裏盡快接受老師教的新事物，這一年，我和萱兒同時哭了很多次，我

哭她不願意學，總是說學東西好累啦，她總是哭學了很多次都記不住。 

    到了 K3 換了新的老師，也許是新老師的教學方式令萱兒更加容易接收，每天放學回

家都會做功課、溫書，這樣讓我很欣慰，多謝老師的教導。 

朱曉萱家長 

當諾晞出生時，我們的禱文是這樣的… 

親愛的天父︰ 

讚嘆祢手所造的一切，感謝賜予我們這寶貴的產業，我願意把這寶貝

的一生都交託在父的手中，因為我知道在地上我們只是祢的管家，求

天父教曉我們懂得如何與孩子一起經歷祢的信實與同在，培育孩子成

為祢所喜悅的人。阿們 

感謝︰學校的細心和貼心，很喜歡所舉辦的活動教學，欣賞每次的活

動(旅行﹑聚餐等…)都是老師們親力親為，體貼不同家庭的負擔

能力。 

感激︰校長和老師們對孩子的付出和用心教導，發掘孩子的優點，建

立孩子的自信，讓他們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感恩︰天父聽我們的禱告，為我們預備這學校，讓孩子的幼稚園生活

充滿喜樂和色彩，在愛裡學習和成長。 

謝諾晞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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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使樂怡從一個不懂事和沒有規矩的幼兒，變成一個愛守

規矩和有了初階知識的小孩，使她打好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希望他銘記老師們的教導，

將來做一個好學生，以報答老師的劬勞。 

曹樂怡家長 

  小兒康康幼稚園畢業了，感謝老師們長久以來的

照顧、關懷及包容，無比的愛心及耐心教導孩子們！ 

葉錦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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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和平高班尹智諾的爸爸，兒子要畢業了，三年

幼稚園的生活，時間過得真快，腦海中還記得跟他第一

天上學的情形，他穿着整齊的校服和我一起拍照，純真

的笑意，歷歷在目。在這方面幼稚園的學習，感覺他有

一張白紙，慢慢地吸收知識，學會禮貌，有自信及懂事

的小男孩。 

尹智諾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