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高班盧柏琛畢業了。

不知不覺他由一位經常要父母陪伴的
小孩，到現在已學懂自理能力。

從數字、中文、英文、單雙數，看著
他一天一天的長大，學習與同學分享和每
天回家分享上學的情況，也成為了與父母
每天寶貴的親子時間。感謝校長、主任、
老師、姐姐!

回想第一天接送他上放學，到前年帶
著細佬接放學，今年更是帶妹妹接哥哥。
三年來每天走著同一段路，也經歷越行越
多人的開心。

家長心聲

時光飛逝！轉眼間梓樂在柴灣浸
信會呂明才幼稚園渡過了四年愉快的
學習生活。看見他每天的成長與進步，
是媽媽最大的心願。

學校除了教育梓樂外，也教育了
我，如何與子女相處、更明白小朋友
的心意，讓我們作為家長也一同成長。

這些年來非常感謝招校長、莫主
任、兩位班主任及每一位教導梓樂

的老師及校工姐姐對他的關心、愛
護、鼓勵與悉心照顧。

與各位同學也相處了四年時間，真捨不得。雖然平時有吵有鬧，但
亦不損大家的友誼，希望日後大家仍能繼續把這份友誼長存。在此祝願
各位K3班畢業生，擁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到了小學後可以加快適應小一
的學習環境。在此我衷心祝願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所有教職員，身
體健康，工作愉快！

盧柏琛家長

伍梓樂家長



轉眼間，嘉諾快將畢業。

回想四年前的情景，嘉諾每天踏
入校園的時候，總是哭著臉，真的十
分擔心他何時才會適應。感恩得到校
長、各位老師和姐姐耐性的付出和愛
心的關懷，經過一段時間後，已看到
他的改變和進步。

現在的他比從前更加有自信、開
朗及有禮貌，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各
位老師和姐姐的悉心教導和愛心的照
顧。

快樂的日子總是過得最快，懷
著對幼稚園生活依依不捨的心情離
開這個溫暖的校園。踏上人生新的
征途。無論去到哪兒我們都會掛念

時光飛逝，轉眼間小朋友從幼
兒N班讀到了K3高班。馬上就要轉
入人生下一個階段---小學。感激
學校每一位教職員的悉心栽培，
讓依晴從一個天天哭著不肯返學
的小BB，變成一個懂禮貌，明事
理和開心學習的小女孩。

學校和每一位老師。再一次特別多謝各位班主任：張老師、劉老
師、冼老師、康老師和許老師的悉心栽培和教導。多謝招校長、
劉牧師和各位校工姐姐嫦姐，娟姐，屏姐的照顧和厚愛。千言萬
語，無盡感激！

最後祝願大家明天更美好！ 李依晴家長

吳嘉諾家長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幼稚園三年階
段即將畢業。

回想起初小朋友懷著抗拒之心踏入
陌生的校門，直到現在每天都期待滿載
開心的上學，感謝校長和每位老師的悉
心照顧，栽培每位學生。

老師們不但教曉他們課本上的知識，
亦教會他們日常生活上的常識，在此向
各位老師及校長講聲：多謝您，辛苦晒！

何珊卓家長

自3月中觀課回來，我和昊君在家裏玩起了上
課遊戲。我扮演調皮又問題多多的學生，而昊君
是那既嚴厲又可愛的老師。

幾堂課後，我問:「老師 ，我這學生如何？」
「嗯…還行，就是話有點多，有時不專心，要努力啊! 」他說。
我再問：「那你這老師呢？」「那當然是好。我的老師們都是這
樣的，不對，他們更厲害……」, 他神氣地說:「我們班上有些小
朋友比你還調皮，但大多數都是乖的。 老師好疼愛我們，她們很
辛苦，要我們都睡著了才可以吃飯……我真的好喜歡上學，好喜
歡同朋友們在一起!」

他還告訴我, 校長喜歡看電視----在教員室看閉路電視，她
還喜歡看我們表演、聽我們唱歌；姐姐的做的飯菜很好吃……總
之，每天都是HAPPY DAY。

幼稚園的生活即將結束，感恩有你 -- 幼稚園內所有的老師
和職工們， 還有一同成長的小伙伴們。祝願大家喜樂、和平。

謝昊君家長



依稀還記得三年前，樂樂不安的小手緊握著爸爸媽媽，淚
汪汪地不肯進幼稚園。而現在，放假幾天就會想念幼稚園的老
師和同學仔。所以，幼稚園對於他來說，是有安全感和歸屬感
的。不知不覺，樂樂即將完成K3，迎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畢業
禮。回想起這三年，感慨萬千。臨近畢業，有很多的感謝要說。
非常感謝幼稚園所有教職員的諄諄教誨和悉心照顧，讓小孩在
學校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學習。

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在各類活動中無私地付出。也謝謝陪伴
樂樂一起玩耍的同學仔，讓他感受到了同學友情。作為家長，
對這一切都心懷感恩和欣慰。相信這寶貴的三年幼稚園時光會
成為樂樂回憶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陌生到熟悉，感謝大家
在這裡相識、相伴，祝願大家未來一切安好!

張晉樂家長

菲兒於這三年內，我感受到老師對小朋友的愛護與支持，花很
多心思在教導詞語、英語上令自己的孩子進步很多。他們在遊戲過
程中又會和其他同學建立關係，每天也玩到流著汗回到家中，不時
提起小朋友的名字，會想念學校的老師和朋友，讓我覺得他們在學
校裡是愉快、被愛的。 不知不覺中孩子已經長大了，又要轉換新

環境新的學習，希望她能好好接受，亦要
好好記住老師們同學們。

許菲兒家長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校工，讓
我的嬰孩楚柔在一個和平、溫暖的大
家庭成長，把她培養成一個生活有節
奏，學習有動向的兒童。楚柔雖說不
上是頂尖資優、天才兒童，但飯後能
和家人分享學校的活動，同學間的情
感，言語拼湊有序地說說話，這份喜
悅，已給家人帶來無限欣慰。在即將
踏進小學的路途上，這份愛，值得我
們再次頌讚和感恩。

苗楚柔家長

懷着無比感恩的心向你們表達深深
的謝意。三年前，我交給你們一個稚嫩
的幼童，今天你們給我一個懂道理，有
規矩的智慧學生。在這期間，你們付出
了多少努力，多少汗水，多少關愛，梓
錕是最好的見證。在學校孩子學習如何
做人，如何生活自理，如何交往，形成
良好的生活和學習習慣。這為孩子的全
面健康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當孩子
遇到挫折時，是你們無條件的支持和鼓
勵。當任性時，是你們耐心地包容。當
他進步時，是你們讚許的眼神。當他們
發生爭執時，是你們合理地引導：這一
件件的小事裏，是老師們悉心地照料着
他。最後，再一次多謝曾經付出過的校
長、各位老師、各位姐姐說一聲：「謝
謝你們，感激你們，辛苦了！」

林梓錕家長



當時我極度緊張，都不知如何是好
的情況下，濱樂拖住我的手冷靜地
跟我說：媽咪，學校老師話遇到火
警時不要慌張，第一時間拎電話、
鎖匙以及濕毛巾行消防門走樓梯落
去！就這樣我們順利到了樓下.呢
件事令到我和家人感觸良多，借由
呢件事見到濱樂成長了也懂事了！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謝柴灣浸信
會的所有老師們，衷心感謝！

鄺濱樂家長

轉眼間三年半的幼稚園生活已經差不多完結了！濱樂要與校長、
老師們和同學們說聲再見了。回望過去，濱樂由N1下學期插班入柴灣
浸信會，我記得當時他不願返學，但是因為有老師們悉心照顧與循循
善誘令濱樂好快就適應了幼稚園的生活！其中令我和爸爸最難忘的事
情是：濱樂有輕微過度活躍，當時我和爸爸都非常擔憂，時常都要觀
察住他。直到2018年10月，濱樂當時剛上K3不久，我家鄰居火災，走
廊有好大濃煙，消防警鐘聲以及消防員疏散人的聲音，令到人心徬徨，

我家孩子屬於慢熱型，不愛說話，
也不愛和老師小朋友互動，但是老師
們都特別有耐心包容孩子的小脾氣，
在老師的教導和幫助下，孩子的諸多
改變和進步令我們驚喜，他的每一個
改變都有老師的心血和汗水，我們從
孩子的點滴進步中看到了老師的無私
奉獻，從孩子的歡歌笑語中看到了老
師付出的真心和愛心，在此感謝各位
老師的辛勤付出，祝所有老師工作順
利！祝所有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

岑昱軒家長



晃眼間，我家靖和就要離開學前教育，
進入小學階段。這四年間感謝校方的
教導和鼓勵，讓靖和一步一步地成長
和進步，因為靖和是“細仔＂所以
特別感謝校方沒有嫌棄他，一直努

力地教導和給予他耐性和機會。
這些年間，我們做父母的經歷了許

多育兒的疑難和問題。當然當中有喜樂，亦有許多許多
忐忑和憂慮，感恩校長、主任、老師常常與我們一家同在，分擔
和見證著孩子的成長，令靖和可以在一個較輕鬆和愉悅的環境下
成長，挑戰難關，令我們相信自己、相信和仔。和仔知道自己快
要畢業，離開幼稚園時都感不捨，但他亦對未來充滿期望和自信。
我們深相這是源自幼稚園給他的無限安全感，他在這裡的根基打
得非常好。縱然有許多未知的挑戰和難關等著靖和，但我們仍會
相信靖和能夠獨立面對。在此感謝貴校教導及關愛，希望貴校在
未來日子工作順利順心。

轉眼間快畢業了，還記得灝晴在讀
幼兒班時，老師說他學習比別人慢很多，
多謝學校轉介小女到協康會做訓練，亦
多謝老師們對灝晴的包容和體諒。他是
一個沒有自信心的小孩，三年以來看到
他轉變很大，起碼願意回答問題，這點
讓我很高興，希望他上小學也可以開心
快樂地成長，多謝浸信會這三年的教導，
謝謝你們。

曾灝晴家長

楊靖和家長



轉眼間,子晴在柴灣浸信會呂明才幼
稚園度過了3年歡樂的時光,我感謝校長、
每位老師和姐姐讓子晴在愛中快樂地成長。

學校活動多元化,透過不少參觀活動,
親身體驗,讓孩子除了學到書本的知識,也
能吸收各方面課外知識,擴闊了視野,眼界
大開。每次參觀後，子晴都表現得很雀躍,
樂意分享她的所見所聞。除此之外,學校
也推廣了各項親子閱讀計劃及家長工作坊,
促進親子關係。

不久,各畢業生將踏入人生另一個階
段,祝願他們繼續開心快樂地成長,享受校
園生活。

王子晴家長

時間飛逝，轉眼間四年了，浩
然快要畢業。 看見浩然一天比一
天進步，由預備班聖誕表演看到他
在台上「懵豬豬」的表現，到低班
表演「龍的傳人」時活靈活現的演
出，我們在台下的心情很激動亦十
分欣慰。 有著老師的悉心栽培，
浩然可以在這美好的環境愉快成長，
有個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在此，
真的感謝招校長及老師們有教無類
-謝浩然，無私奉獻，誨人不倦。

謝浩然家長



難忘在K3那次的餐廳活動，
感謝校方邀請家長們參與，讓我
們看到同學們的興奮和投入，使
他們在學習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父母都較內斂，慶幸恩在卻
對人充滿熱情，是個很喜歡表達
他熱情的人！小朋友的成長階段
和過程往往會發生很多意想不到
的事，願他無論遇上怎樣的人和
事，也能保存這顆熱情的心！

感謝在恩在的路途上有妳
（校長）、妳們（主任、老師
和姐姐）、還有您們（同學
仔）......的陪伴和照料！

祝願大家主「恩」常｢在」！

恩典夠用！

吳恩在家長

轉眼間, 浚弦已經在呂明才
幼稚園讀了四年了, 實在非常感
激招校長、莫主任及各位老師對
浚弦的悉心教導，老師們悉心設
計遊戲學習、活動體驗、校外參
觀、精彩的生日會、不同形式的
親子活動等，讓浚弦能夠投入及
享受校園生活。另外想多謝K2班
主任蔡老師的悉心照顧，令浚弦
在唔開心的時候有她悉心開解,還
有K3班主任張老師的悉心照顧 ,
使浚弦成為一個窩心的小男孩。

顏浚弦家長



很感恩舶喬能順利及愉快地渡過了幼稚園的學習生涯，我
們能感受到各級老師、主任、校長、各文書小姐以及幫助過舶
喬生活細節的各位姐姐的悉心照顧，由他們不懂自行如廁及照
顧自己，到現在所有事情都帶著「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心態自
己去完成，我們由一開始懷著不敢想像有這一日的心態，直到
今天真正見到這樣開花結果的一日，真的很感動。您們所付出
的一切，我們一家會銘記於心！
衷心感謝您們！

高舶喬家長

轉眼間靖茹就要升讀小一，回想當初
的決定，貴校給我第一種印像是和諧可親，
我正正是因為這原因而選擇了就讀。

4年前，靖茹剛剛入讀呂明才幼稚園
預備班的時候，我擔心她在貴校能否適應，
最後見到靖茹放學帶着燦爛的笑容走出來，
原來我的顧慮是多餘，因為老師很有愛心
和耐性。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在教學方面
我是很喜歡的，又多元化，還有小實驗活
動，令到課程多姿多采。

我要多謝勞苦功高的校長、老師和姐
姐們，令到靖茹有一個健康的身心，十分
感激。

林靖茹家長



轉眼間四年的幼稚園生涯就要結
束了，使我留戀往返孩子的茁壯成長，
離不開老師的辛勤培育，真誠的一句
「謝謝您，老師!」是不夠的，千言萬
語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們心照不宣。

梁明諾家長

不知不覺間晴晴在幼稚園的4個學年就快完結了。作為媽媽的我和
她此刻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來寫出這篇畢業心聲。以下為我的誠懇感
想：對於育兒，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便是「贏在起跑線」。於我來說，
能先正心修身，先讓幼兒學懂端正的品德與思想，這樣他們以後才能
正確地運用所獲得的知識，那便算贏了人生第一個起跑點。又作為在
職家長，平日忙於工作，只好自私地希望把女兒的教育付託予學校。

今天我很高興地說一句，女兒在學校「贏」了第一個起跑點！學校
對女兒的栽培遠超出了我的期望。最難忘的，是女兒有寶貴的機會
連續兩年參加了校外普通話朗誦比賽，也得了奬項。除了普通話大有

進步之外，期間她更學懂努力不懈，盡
力而為的精神；以及如何勇敢去面對挑
戰，面對觀眾，賽後不驕不餒等。

衷心感謝校長和老師們一直以來
的循循善誘，用心準備教材，正面及耐
心地將知識授予一班稚子。今天的小樹
苗，他日社會的棟樑。小樹苗已得到良
好的培植，我們滿心期待著！

張映晴家長



2016年心諾的哥哥在柴浸畢業，轉眼間輪到心諾畢業升小一了。
呂明才幼稚園與我們家庭同行接近八年，作為家長的我們也不捨得離開
幼稚園，更何況心諾呢！

回想四年前，還是細小身影的心諾，背著大大的紅色書包，每天也
很興奮地拖著哥哥一起上學去。現在的她高大了不少，很會說話，生活
自理都能獨立完成，真的是個大姐姐喇！能夠見證她的成長，做父母的
實在感到非常恩惠。

心諾非常喜愛上學，很喜愛和同學一起，建立彼此相親相愛的關係，
我相信必是愛惜學生的老師們的功勞啊！

她畢業了，要感謝校長、所有老師們和職工們，也要感謝每天一起
學習、一起玩耍的同學們，相信心諾一定會記得她在幼稚園中的點滴，
會是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也不忘感謝天父，安排一所很有愛的
幼稚園給我們，讓我們有著健康快樂
的心諾啊！

最後祝福你，也祝福所有畢業的
同學們，升上小一後都能很快適應新
環境，享受學習帶來的樂趣！

四年時間轉眼即逝，靖嵐快將於柴
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畢
業升小一了！回望過去，我們感謝神的
祝福和引領，靖嵐有招校長、老師們和
各位職員的悉心照顧和引導使她能茁壯
成長，除了授予她豐富的知識和對她真
摯的關懷外，更讓靖嵐認識到自己是天
父所愛的兒女，在相處之間學習到愛的
功課！您們真誠的付出大大感動了我倆，
實在十分感謝您們！

莫靖嵐家長

潘心諾家長



不經不覺靜璇畢業了，還記得靜璇第一
天在沒有家長陪伴下上全日班，手執被袋神
態自如地上校車還向我揮手說再見，我意識
到她已靜悄悄地開始成長了。

在這三年間，很高興看到靜璇由一個在
家裡需要被照顧的小BB變成現在老師口中所
說會時常照顧別人、上課踴躍及主動的小女
孩。

時常看到靜璇在家裡自製一些畫上她喜
歡的公仔的小卡片，帶回學校送給她喜歡的
老師，我就知道她很喜歡學校的老師很喜歡
上學。在此，非常感激各級老師在這三年來
對靜璇的教導及愛護。

姚靜璇家長

轉眼間，柏朗加入了這個大家庭已經
三年了。回想當初從粉嶺因爲家中問題搬回
柴灣要為朗朗報讀幼稚園，真是毫無頭緒，
當時還已經是學期開始，唯有漁翁撒網式地
報了好幾間幼稚園，幸運地，呂明才幼稚園
取錄了柏朗。

記得第一天送柏朗上學時擔心他會不適
應會哭。結果擔心是多餘的，看見柏朗完全
適應學校生活，我感到非常高興。

他由一個愛發脾氣、不懂表達自己的小
寶寶到今天喜歡上學、愛笑及每天會訴說學
校趣事的小朋友，實在非常感激校長、各位
老師們過往三年對柏朗所付出的一切的教導
及包容。

並祝願大家身心安康、福杯滿溢，未來
繼續努力培育更多充滿自信、樂於進取、追
求卓越、敢於創新、懂得感恩、負責、生活
健康、快樂的小朋友去迎接未來！

倪伯朗家長



大家好，我是翁綽淇的媽媽，由於
不同原因，過往我在綽淇這四年的學前
生涯中，甚少主動跟老師溝通，也容易
跟老師產生誤會。直到本年度，女兒參
加「合家歡樂迎聖誕」活動後表示不開
心，令我感到大為不解，決定主動向學
校了解事情始末；沒想到這一件令我不
快的事情，卻開啟了與老師真誠溝通的
機會，在此感謝張燁妮老師給予我和女
兒親切的問候，這份心意真的寶貴和感
動，因我從沒遇過有人願意無條件地付
出，令我感覺張老師是一位很真心的人，
難怪我女兒這麼喜歡她和信任她。起初
綽淇是一位連吃飯也很依賴的女孩，現
在學會了照顧自己基本需要，還樂意主
動幫助別人及照顧妹妹。張燁妮老師令
我深深明白到老師的職責是教導源源不
絕的知識和真心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學
習環境下吸取知識，除了向張燁妮老師
致謝之外，也感謝其他教導我女兒的老
師。謝謝你們的照顧。

翁婥淇家長

四年時間轉眼過去，愉翔快將於柴灣
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畢業升小一了！回望
過去，我們感謝神的祝福和引領，使愉翔
有招校長和老師及所有校工姨姨們的悉心
照顧和引導，使他能茁壯成長，除了授予
他豐富的知識和對他真摯的關懷外，更讓
愉翔認識到自己是天父所愛的兒女，在相
處之間學習到愛的功課！你們真誠的付出
大大感動了我們，實在十分感謝你們！

莫愉翔家長



經過4年，從預備班開始，溢
晞終於都到了畢業的日子。感恩溢
晞可以跟哥哥一樣在柴灣浸信會學
前教育中心學習，把他從一個BB教
育成一個小哥哥。在這4年的時間
裏，溢晞每天回到家都分享在學
校的生活。今年學校所舉辦的爵
士舞班，溢晞也有參加，還記得他
之前常常都說不想去表演，但到
了演出的時候，郤發現他跳得好開心，而且重好有美感。感謝老師
的教導和鼓勵，讓他有信心在眾多人面前表演。

在學校除了學習知識，更讓到溢晞學習神的話語，跟隨基督。
例如聖誕節時，他也會跟我們說，這個節日是記念耶穌基督的降生，
而不只是慶祝聖誕老人可以派禮物。

最後，想再次多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同學前教育中心的同工，
讓溢晞經歷到一段美好的日子。

謝溢晞家長

回想梓峰剛剛入讀K1時，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比較弱,在
老師與學校的悉心教導與照顧下,這三年裏,梓峰的語言、
學習等各方面都有很大進步。感恩梓峰能在這個充滿愛的
大家庭學習與成長。

時光飛逝,幼稚園三年的校園生活即將
畫上句號了，感激校長、各位老師、
各位姐姐們的付出，相信畢業同學們
都不會忘記母校的教導與鼓勵，希望

大家快樂成長，活出精彩的未來。

林梓峰家長



首先要說的感激不盡，感激呂明才幼稚園，
感激招校長、老師們及所有校工
姨姨，對晞彤無微不至的照顧及
教導，藉此特別感謝莫主任、劉
老師和張老師的加倍看顧和用心
的教導。

晞彤是一名在學校和家中會
很害羞的女孩子,然而在學校過了
三年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她

整個人也變得不同了。她很努力改善不願出聲的習慣，慢慢從困境
中走了出來，我們很開心可以看見晞彤由害羞變成了一個喜歡唱歌
和跳舞的乖巧小女孩。由一個不願學習的小孩，進步成一個喜歡讀
書和主動完成功課的小女孩。短短的三年，為晞彤的童年生活增添
了無盡的快樂色彩。在呂明才幼稚園能感受到真愛、真誠、真摯。
我們一家很感恩，在人生的路上能遇到這所學校。

鄭晞彤家長

光陰似箭，很快就要結束幼稚園的
生活，記得那時剛來香港的時候，彥彤
才三歲多，言語表達能力又不好，又沒
有自信。但是在校長和老師的耐性和悉
心教導下，看着孩子一天天的「變化」
，現在是個樂觀、快樂、懂禮貌的小朋
友。非常感謝呂明才幼稚園的教育方式，
和老師們的細心照顧，感謝天父讓我認
識呂明才幼稚園。

周彥彤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