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柏然家長

轉眼間四年的幼稚園生涯已結束，回望四年
前的銳羲不喜歡吃湯渣，不喜歡分享，害怕失敗，
但在招校長、莫主任、各位老師及職工姐姐這幾年
的「洗禮｣ 後，令他漸漸地由一個不起眼，無色無

味的圓形飯團成長為色彩繽紛的星
形飯團。在此，我們非常感謝校長
、 主任、各位老師及曾幫助及照
顧銳羲的職員和同伴。

時間過得很快，柏然剛剛踏入
六歲了，由預備班入讀幼稚園，轉
眼間已經準備升上小學，透過學
校每月上載的校園生活照，能
參與孩子成長的點滴。

衷心感謝校長、主任、各
位老師和職工姐姐，這四年對
古惑又頑皮的柏然悉心照顧、愛
護及教導，令他和同學們開心快樂
地健康成長、學習，謝謝您們！

快將成為小學生的銳羲，
爸媽希望你能努力開心去迎接每
天的挑戰，即使失敗亦不要灰心
及難過，因爸媽常伴你身邊，
永遠是你的大樹及樹窿，期望

你長大後做一個「有所為而為之」、開心、
健康的周銳羲。

周銳羲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快要度過精彩的五年時光了！回想劉奕鐺
剛剛入讀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的時候，是一
個頑皮的小男孩，但在老師愛心的呵護、照顧、關心和鼓勵下
，讓他變得開朗、活潑、自信，並且學習到唱歌、畫畫、認字
、寫字，以及與人相處、以禮待人、日常知識等等……令他擁
有一個開心難忘的校園生活。

看著他的轉變，作為家長的我由衷感謝學校的所有人！各
位老師在這五年裏的用心教導，是你們用真心、細心和耐心，
凝聚成了一片愛心！在此還要特別謝謝梁老師和康老師！謝謝
你們的用心！

劉奕鐺家長

轉眼間，敏嵐快要從幼稚
園畢業了。對很多家長來說，
包括我自己，這一年多的疫情
，是十分難忘（也許更多的是
令人吐血的日子）。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無論是升小學或是面對困難，敏嵐都

可以像今天一樣保持樂天的態度去面對。

趙敏嵐家長

從前根本沒想過，在香港上學，是一件多麼難能可貴的事
情，現在只要能夠有上學的時間已經很好了，我們亦要接受網
上學習，看到老師們努力為小朋友製作學習影片，大家都在這
個艱難的時間接受不同的挑戰。



感謝主的帶領子盈來到貴校，
遇到愛心洋溢的校長及老師們
，能在校風純樸，著想平衡教
育範疇下環境學習，渡過寶貴

的童年校園生活。

羣體生活能令小女迅速成長，
學習、自理及洞察能力，能力
等等，各方面均提升了不少。
希望來年踏入小一新學年生活
的小女，能懷著熱情和勇敢的
態度去迎接充滿期盼的小學生

活。

感謝主的帶領，子盈來
到貴校，遇到愛心洋溢的校
長及老師們，能在校風純
樸的環境中學習，度過寶
貴的童年校園生活。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棨恒快要
畢業了！在疫情的影響下，過去一年棨
恒與同學和老師相處的時間少了很多，
十分可惜，相信他升上小學
後，一定會想念幼稚園度過
的快樂時光！

何棨恒家長

過去幾年間，在各位老師
的悉心教導和照顧下，棨恒在
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漸漸地進步
和成長，希望他升讀小學後能
盡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開開心
心，努力學習，做個健康快樂的好孩子
！在此，再次感謝招校長、莫主任、各
位老師和姐姐對棨恒一直以來的教導和
愛護！

羣體生活能令小女迅速
成長，於學習、自理及洞察
能力等各方面均提升了不少。

希望來年踏入小一新學年
生活的小女，能懷著熱情和勇
敢的態度去迎接充滿期盼的小
學生活。

鄧子盈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
要離開幼稚園，真的有點不
捨。感謝幼稚園老師對正皓
的愛護和教育，令他成為一
個主動與關愛別人的小孩子。

希望正皓帶著這份信念
升上小學，努力向前走，像
小鳥一樣飛得更遠更好的將
來。

多謝老師們，祝願大家
身體健康！快快樂樂！

許正皓家長

原來已經到了畢業時間
啦！呢3年有一半時間都冇得
返學，取消咗好多原本有嘅
學習，回憶都只得一半，但
好彩有校長、主任和老師唔
怕辛苦喺網上設計唔同嘅課
程，令到小朋友就算喺屋企
都可以學習到不同嘅知識，
又可以見到老師同埋同學。

洛霖本身年齡係細仔加
上性格又慢熱，本來好擔心
佢會跟唔上學習進度，但見
到佢嘅功課，同學校嘅學習
生活相片，仲有老師對佢嘅
評價，令我可以放心，希望
佢升上小一之後，都可以同
而家一樣享受學校嘅生活，
感到快樂。

盧洛霖家長



劉子琳家長

我的涵涵寶貝，恭喜你的幼稚園生活即將完結步入新的
起點。幼稚園的生活是既快樂又短暫的，我們要懂得感恩，
感謝關心和教導你的老師，感謝陪伴你一起成長的同學們，
他們將是你最美好的回憶，我們要對他們説一聲…你們辛苦
了，我們永遠是最好的朋友。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四年
幼稚園時光就這樣過去了，這四年裏我
們有嬉戲、有哭鬧、有付出、有收穫、
有進步。

陸梓涵家長

剛上學時我們懵懵懂懂來到這個陌
生的大家庭，感恩有各位老師的教導、
姐姐的照顧，同學的陪伴，一起成長，
一起學習。

子琳快將踏入新的學校，衷心祝福
她能在未來的小學生活裏更進一步，做
一個乖孩子。

可愛的孩子們，轉眼間你們就要
升上小學了，告別幼稚園意味著你們
已長大，是你們成長歲月中的一個
重要標誌。步入小學校園，你們
將會結識到更多的新朋友，也將
會探索到更多全新的知識。

爸爸媽媽希望你踏著時間的
旋律，在今後的學習和生活中不
怕困難、不怕挫折，與認真、自

信、勤奮為伴，在不斷的努力中茁
壯成長，朝氣蓬勃的向前邁進，永遠

保持一顆正直善良的心，寶貝加油…爸爸
媽媽愛你喲！



好開心可以成為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的
畢業生，雖然在這裏就讀只有一年，但是伊程感到非常開心，
於各方面也進步了很多，她說不想升讀小學，只想留在幼稚園，
繼續做梁老師的學生呢！

感謝梁老師對伊程的關愛及教導，令
她能夠有一段美好的校園回憶，亦感謝校
長、老師及校工們對伊程的照顧，

祝大家生活愉快！

丘伊程家長

時間飛逝，文琛即將完
成四年幼稚園愉快的時光。
這四年間，每天都看到他成長
的變化，當中有開心的改變，
也有挫敗的時候，由初時牙牙學語，
到現在伶牙俐齒；由初時內斂害羞，到現在的勇
於表達；由初時百般依賴，到現在照顧別人；這都見證著他
真的成長了。

在我們心目中他還是個寶寶，但也必須學習慢慢放手，
讓他踏出新一步到小學學習，接受新的挑戰！

疫情期間，每個家庭及老師們都渡過了一個不平凡又難
忘的學期，小兒每天都盼望多上一天課，幼兒學校快樂成長
的生活完結在即，衷心感謝招校長、老師們、社工黃姑娘和
嬸嬸工友們一直對文琛的照顧，了解他的需要，循循善誘地
教導他成為一個懂得關心體諒別人的小朋友。同時亦感謝跟
文琛一起成長的同學們，大家一起成長一起學習是十分難得
的緣份和回憶，祝願大家將來有一個幸福快樂的人生。

黃文琛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穎洋快將完成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回
想當初，她來到這陌生的校園，不懂與人溝通，而且膽小被
動，但在老師耐心引導和鍛鍊下，逐漸學會與人溝通及相處
的技巧，並投入、熱愛校園的生活。

光陰似箭，皓泓即將由幼
稚園畢業升到小一，即將要離
開這個大家庭，依依不捨的心
情實在難以形容⋯⋯在這四年間，皓泓得
到校方悉心的教導和照顧，令他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踏入一個新的學習環境，除感覺不捨，亦需重新適應，
希望穎洋帶著幼稚園所學到的知識能延展到小學發揮所長，
並開心成長。

魏穎洋家長

最後，感謝主的帶領，亦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付出的努
力和教導。在此，祝願各位主恩常在，身體健康！

從皓泓家姐入讀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園，
我們已感受到貴校的良好學習氣氛，校長、主任和老師們都很
有愛心，有任何問題會主動作出關心和問候，令孩子們都變得
很喜歡上學，皓泓的性格較害羞，亦都變得主動和勇敢起來，
還記得因疫情關係停了面授課堂，老師會致電關心和問候學生
在家中的情況，緊記注意健康！

在此真誠衷心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姐姐們的關懷和
照顧，亦祝福即將升上小一的學生們有個愉快和開心的
校園生活。

張皓泓家長



時光飛逝，四年快樂

的幼稚園時光轉眼過去，
由初時牙牙學語，到現在
伶牙俐齒；由初時的內斂
害羞，到現在的勇於表達
，這都見證了兒子真的成
長了。

在此衷心感謝招校長、
莫主任、各位老師、嬸嬸
們的照顧，令樂華可以快
樂地成長，衷心祝你們身
體健康！工作愉快！將來
有一個幸福快樂的人生！

李樂華家長

三年幼稚園生涯快將
結束，感謝校長和老師們
的教導。回想明希當初入
學時害羞內向的模樣，一
步一步變得成熟，真心感
謝各位老師的教導，雖然
疫情關係，缺少了許多上
課時間，但老師們在網上
教學期間所花的時間心思
，我們都感受到。

明希快要畢業了，這
三年來辛苦各位老師，衷
心感謝你們，謝謝！

周明希家長



記得小女還在學習步行的階段，已經要為她的學業
而操心，好感恩可以找到貴校作為我們的第一階段。四
年的學習旅途中，感謝老師們的循循善誘，在成長過程
中見證着她每天小小的進步，做就她將來大大的成就！
過往一年，由於新冠病毒的肆虐，各位小朋友都渡

過了艱辛的一年，在面對升小學的困難與挑戰，我相信
每位小勇士都能克服困難，帶着無比的勇氣奔向未來。
此，我祝願每位小勇士透過神的帶領，有美好的將來程
似錦，萬事安好！

不經不覺小女曉嵐快將完成她人生「第一個」的學習

階段，幼稚園的生活對每位小孩來說是最愉快的時光，亦
是建立最純潔友誼的起點，衷心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及職
員們的悉心教導！

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因著社會問題及全球疫情的影響
下，有些時間白白的流逝了，缺乏了很多親身的試驗，整
體之學習以及同學之間的分享，或許存有一點遺憾感！

回想曉嵐剛剛踏入校園的樣子，
由一個害羞及不懂事的BB，經過四年
校園學習生活，看著您一天一天的
進步，變得有自理能力，做事有
自信、對事有主見及待人接物要
守禮等，作為父母甚感欣慰呢！

梁曉嵐家長

梁詩晴家長

記得小女還在學習步行
的階段，已經要為她的學業
而操心，好感恩可以找到貴
校作為我們的第一階段。四
年的學習旅途中，感謝老師
們的循循善誘，在成長過程中，見證着她每
天小小的進步，做就她將來大大的成就！

過往一年，由於新冠病毒的肆虐，各位小朋友都渡過
了艱辛的一年，在面對升小學的困難與挑戰，我相信每位
小勇士都能克服困難，帶着無比的勇氣奔向未來。在此，
我祝願每位小勇士透過神的帶領，有美好的將來，前程似
錦，萬事安好！



明希

轉眼間，柏翹從幼稚園畢業成為小學生了，作為家長心情
既感動又緊張。感動是看著柏翹從牙牙學語的小寶寶到現在快
要幼稚園畢業，感覺還是十分不真實。緊張是因為已經在幻想
和擔心這小男孩來年將背著沉甸甸的書包上小學能否適應呢?

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職員
姨姨的悉心照顧和教導，讓柏翹擁有一
個愉快的幼稚園生活。願高班同學們來

年盡快適應小學生活，一起努力學習，做一顆璀璨耀眼的小星
星。

林柏翹家長

回想柏翹第一天上學時，是一個
才兩歲的小寶寶，作為家長，十分擔
心他能否適應幼稚園生活，幸運地，
從預備班到高班，每一位老師都十分
疼錫他。在四年的校園生活裡，見證
著柏翹從害羞到能夠自信地表達自己
，從怕事到勇於嘗試去解決問題，更
會主動分享在校園裡學會的知識和跟
老師同學間相處的小趣事呢！

柏宇於預備班時開始就讀貴校，
還記得他剛開始返學時，依依不捨哭
著說再見的情境，這個畫面在腦海
中出現，恍如昨日的事，時間過
得真快，轉瞬間，柏宇已經
畢業了。

現在的柏宇回校及放學時總
是帶著笑容，十分感恩及感謝老
師與職員對柏宇的照顧及教導，
使柏宇一直在愉快的環境成長。
抱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與柏宇一
起向各教職員說聲再見，祝各教
職員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謝謝
！

蘇柏宇家長



疫情下，雖然可實體上課日子不多，但國謙很珍惜可
返學校上課的每一天，認識到各位老師、同學，為他在讀
幼稚園的階段留下美好回憶。願日後仍常有機會回學校探
望各教職員。

邱國謙家長

去年九月，國謙以插班生
身份加入貴校讀書。這一年來，
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等
對小兒的照顧及教導，令他在這
一年成長了不少，性格由沉默寡
言，變得熱情好動；學業上，寫字及畫畫也進步很多！

不經不覺溢鋒要離開幼稚園，進入人生的另一個新
階段，在這幾年的幼稚園生活裏，令一個傻儍的小子變
成有自己主見和懂得關心別人的小朋友，快將升小學了
，希望溢鋒能夠開開心心地享受小學生活。

在此特別多謝招校長、莫主任、尹小姐以及曾擔任
小兒的各位班主任，謝謝你們的特別照顧及教導，衷心
祝福每一位，謝謝！

黃溢鋒家長



轉眼間4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完結，想起第一天上學
時，蕎蕎的戰戰兢兢變成現在的愉快上學，老師細心地教
導，令蕎蕎學習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技能，回想在預備班吃
早餐時，吃到滿嘴都是，要老師提示抹嘴及放好餐具，到
現在自己可一氣呵成地完成。

轉眼間，靖暚快將結
束純真、最可愛的四年幼
稚園校園生活。轉眼間，
她成為小學生了，作為家
長的我既擔心又興奮。

雖然疫情影響其學習的生活，但蕎蕎每一天都在進步
，9月份將進入另一階段—
—小學，希望蕎蕎能很快
適應並融入小學的生活，
認識新的同學，開展另一
段愉快的校園生活。

楊幸蕎家長

翁靖暚家長

靖暚是一個喜歡挑戰大人底線的孩子，性格上也較為固
執，但在校長及老師們悉心照顧和教導下，她漸漸變得自律
起來，亦明白了很多道理，於處事上也能懂得分「錯」與
「對」。感謝職員們的耐心教導和照顧，讓靖暚留下美好的
回憶。

因為新冠肺炎，靖暚
沒有上學接近一年的時間，
令她減少了很多學習的機會以及社交和
群體的生活，而執筆寫字方面是最令我感到擔憂，但感謝校
長及一班老師們，她們各人都竭盡所能，用心地製作教學短
片，讓孩子們能夠「停課不停學」，最令我感恩的是他們經
常致電關心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在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

中心呂明才幼稚園就讀這幾
年間，我看見女兒彥霏一天
一天的在學習中成長，由最
初不太懂得依時依序做事，
至現在會自動起床、梳洗、
穿著校服並主動做功課等，
這些一點一滴的進步，全賴
霏霏的努力，家人的支援以
及各位老師及職員的悉心教
導。

尊敬的各位老師，大
家好！四年來禧儀在學校
和同學們一起讀書、識字
、畫畫和唱歌等美好的學
習過程，在各位老師的教
導下已經蛻變為懂事、開
朗、自信、學習各方面全
能的好孩子。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

的辛勞！同時，祝願親愛
的禧儀健康成長，快樂相
伴，能融入新的學習環境
。

霏霏畢業了，非常感謝
各職員的悉心教導和照顧，
寄望霏霏升上小學，學業進
步！學習愉快！

李彥霏家長

鄧禧儀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