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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畢業了! 



 

 

  

李寶娜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寶娜要在明愛沙田幼兒學校畢業了。要跟

羅校長、主任、老師和同學們說再見，準備挑戰小學的新生活。想到要

離開這個大家庭，寶娜和媽媽我都很依依不捨。回想寶娜剛上 K1的時候，

膽小又害羞，幸運得到老師和嬸嬸的用心照顧，她很快便適應到全日班

的時間表。過了 3年寶娜升上 K3，而弟弟也升上了 K1，頓時覺得寶娜長

大了，變成了大姐姐，很會照顧弟弟也懂得享受校園生活。在這個疫情

下停課，雖然明白到有這個必要，但是小朋友失去在校園跟好朋友老師

們共聚的時光，媽媽也為她感到有點可惜。在這裡，想感謝校長、2位主

任、全校老師及校工們在這 3年對寶娜的關懷和照顧，亦想藉此機會多

謝 K3 班的家長，常常在通訊谷中互相提點上學要注意的事情及分享育兒

或學習資訊。 



 

  
轉眼信熙已快在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度過四個寒暑，邁向小學新里程了。信熙喜歡校園生

活，喜歡這裡的老師和嬸嬸，也喜歡坐校巴的時光，而爸媽最喜歡學校的大操場，因為提

供了充足的空間給信熙走動~回想這四年，相信大家最難忘的一定是新冠肺炎的廣泛影響

吧，但在畢業的日子，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溫馨的片段：  
 

1. 每次老師請信熙找好朋友代表學校送他生日禮物、找好朋友影畢業合照、找好朋友 
一起玩遊戲後，他總是雀躍地跟爸媽分享他邀請了那些好朋友。看到信熙有一張好 
朋友清單，爸媽總有「老懷安慰」的感覺！  

 

2.信熙有天說，我大個要同 XXX (班上一個女同學)結婚，因為佢係我 best friend 嘛， 

所以我咪同佢結婚囉！媽媽依家咁樣抱我，第二時就係咁樣抱我同 XXX 生嘅 BB 孫 

喇！媽媽除了滴汗，其實心也甜，因為信熙有快樂的想像空間和對象:)  
 

爸媽捨不得信熙長大，捨

不得他離開快樂的校園，祝願乖

仔和他的好朋友都可以升讀合適

的小學，將來做一個樂觀、獨立、

自信並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蘇信熙家長 



 

  

時間飛逝！一轉眼寶貝們畢業了！短暫的三年快樂無暇的童年時光！ 
      人生第一次畢業，幼稚園時光！寶貝，你太棒了！ 
 

記得 k1 第一天開學，可愛的你 6 點就起床準備上學了，7 點到校門口等上課時間
進入教室。你沒有哭或者鬧而是帶著那種期待和激動的心情上學，媽咪很欣慰。 
      

在 K2 悄悄長大的你，懂得感恩老師和家人的辛苦和對你的疼愛，你學會了感謝
身邊的人和小夥伴，做到尊老愛幼。每天開開心心的上學，高高興興的放學與爸爸媽
媽分享在學校有趣的上課內容，同學之間快樂的玩耍時光，老師們分享的故事。 
      

K3 的你是小姐姐啦～可以獨立完成功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整理和準備學習工
具。一下子變得更有自信了，更懂得表達內心的想法了。 
     感謝老師們！在汝馨幼稚園時間裡，辛苦的付出和耐心的陪伴！ 

 
                                    三年不僅是寶貝的成長，媽咪也跟著學習了！         

成長只有一次，把最好的給你畢業快樂！ 
恭喜！步入小學階段，加油寶貝！ 

張汝馨家長 



 

  

校長，老師，嬸嬸及家長們您們好。 

     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就要結束了，這一切都來得不容易。 

     從一開始的面試，然之後第一天上學的懵懵懂懂，第二日的嚎哭不肯

上學，第三天的不情不願給老師拖拉入課室的情況，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再之後的歡天喜地的上學，慢慢地學會執筆，學習寫字，學習各方面

不同的探索，都全賴老師們上下的教導。 

     這一切一切，都仿佛好像昨天的事。 

     雖然這兩年經歷了可惡的疫情，但慶幸學校上下能盡心盡力的提供了

各方面的幫忙，在這萬分感激明愛沙田幼兒學校，我女兒能入讀貴校，

實在感恩。 

     在這祝願學校能繼續努力，讓更多學童能感受這份愛。也祝願我女兒

升上小學後，也能好好享受學習的樂趣。(不過我相信是比較困難) 

      祝大家好。 

陳沁甜家長 



 

 

   

三年幼稚園生涯轉眼快要過去！那天，和唐蕾上親子園地發

生的事好像昨天才經過，當日我怎樣也想不到在我眼中向來獨立

的唐蕾會在當天大哭起來，而且在家中開朗活潑的小孩，在學校

竟然變成了害羞內向的學生，但這位小朋友慢慢也適應了校園生

活，感謝每位老師在三年來用愛漸漸溶化了唐蕾的心。還記得

K1開學時，我曾經問過她：上學開心嗎？她回答：開心！老師

好好人！在三年裏面，每一次聽到她與我分享校園點滴都感到很

欣慰，感恩唐蕾能夠成為明愛的學生。 

再一次多謝每位老

師的悉心教導和照顧讓

唐蕾有一個開心旦旦的

童年！ 

 唐蕾家長 



 

  

首先感謝校長，老師，馮姑娘，嬸嬸這三年來對亦晨的教導及照顧，回想起三
年前收到學校的取錄信簡直好像發夢一樣，明愛這間學校出名是非常難入的，始終
一間好的學校已經多競爭加上是全日制學校，學位亦相對少，所以非常開心！因為
亦晨是一位比較慢熱的小朋友，面對陌生嘅地方，她往往是比較文靜沒有太大反應，
所以面試的時候特別擔心! 
    在這三年來雖然經過社會運動及疫情，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用上學，但我仍然
可以感受到明愛的愛！  
    在這段時間學校亦不斷為小朋友準備網上教學及會接受聆聽家長的意見，達致
家校合作！老師亦有定期致電家長關心小朋友及家人健康同近況，馮姑娘亦會致電
關心小朋友及家人的心理狀況等等！真是非常窩心！雖然沒有常常見面但感覺常常
緊密聯繫！ 
    其實我們是雙職家長，下班亦相當晚，全日制學校，學校的支援及愛對於我們
來說是非常重要！看到女兒每次上學都非常開心，變得活潑可愛及主動，轉變很大，
真是非常開心，可以好肯定說這三年來絕對是沒有選錯學校! 
最記得在 K1 那年女兒常常氣管不好要請假，有很多食物要戒口，但工作有時比較忙
會忘記寫手冊告訴老師，有一次老師致電給我，看見女兒剛剛病好回校，今天我們 

午餐吃炸魚，我安排了嬸嬸把炸魚轉蒸魚給
她，真的是非常感謝老師，這個動作往往就
證明了老師們對小朋友的愛，非常非常窩
心！這就是愛!期望弟弟也可以在這間充滿
愛的學校上學!! 

林亦晨家長 



\  

時間飛逝，灝霖由 K1小弟弟變成現在就要畢業 K3大哥哥。回想起

剛進入幼兒學校，作為家長嘅我事事也很擔心，怕他不適應、不懂照顧

自己、不懂表達、不喜歡返學。後來我發現是擔心得太多了。 

    在明愛這三年，灝霖很喜歡校園生活。雖然期間發生了疫情阻礙了

上課，學校亦能作出安排用 Zoom教學，提供疫情下學習。在老師悉心教

導下，灝霖在這三年間不但得到知識及良好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得到快

樂。很高興灝霖能成為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大家庭的一份子。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用心的教導及照顧，感謝工友們無微不

至的照料。 

何灝霖家長 



 

  

由哥哥到柏僑快要 6年了，真的有點不捨。朗僑、柏僑老
師都照顧得無微不至，讓我深深感受到老師們無私奉獻。 

我記得柏僑初初到貴校情緒不穩比較難照顧，是你們用心
教導得到今日的成果，現在的柏僑經常被稱讚在學校很乖，
我都覺得很安慰。 

葉老師這 6年辛苦你啦！你真的好好，我完全感受到你對
小朋友的愛，有時我都好想攬下你。 

我特別要多謝李主任這一年悉心教導和照顧，讓柏僑可
以跟上進度。 

最後感謝羅校長、兩位主任、各位老師及嬸嬸們的照顧，
祝工作愉快！ 
 

黃柏僑家長 



 

  

時間過得好快，喺明愛幼兒學校轉眼就過了四年，由當

初 N班喊住入學校，到現在都會話好鍾意返學，每日都會分

享學校裡面發生的有趣點滴，在老師嘅悉心教導及照顧下校

園生活過得好開心充實，與同學一起學習，互相扶持快樂地

成長，是學到幼稚園踏入社會的第一個人生課本，多麼珍貴

美好！感恩能夠入到一間有愛的學校，在不久將來日晴就會

升小學探索新事物新環境，在此衷心祝福教導及幫助過日晴

的每一位老師、教職員。 

校長，主任，K3班老師，謝謝您們！ 

蘇日晴家長 



 

  

首先，恭喜睿睿係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度過左一段開心難忘
的幼兒生活！睿睿是一個聰明向上，善於聆聽，樂於學習的
小朋友，媽媽希望睿睿可以收起他的小驕傲、小脾氣，認真、
朝氣蓬勃地去迎接他的小學生活，在知識的天空中翱翔！ 
     其次，很感激明愛沙田幼兒學校校長、主任、老師和其他
工作人員這三年不辭艱辛的照顧和教導小朋友，令他們能夠
茁壯健康地成長，你們的努力和付出家長們都看在眼裡，喜
在心上，真心感謝你們為小朋友所做的一切！ 
      最後，祝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年年桃李，歲歲芬芳，所有
教職工作人員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李天睿家長 



 

  

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過去，你面試當日

的情景以及收到取錄通知的喜悅仍然歷歷在目。由最初

你哭鬧不肯上學，到現在笑說分享校園趣聞，媽媽知道

你真的長大了。雖然很快會升讀小學，到人生另一個階

段，但希望你能好好記住幼稚園的歡樂時光及老師的教

導，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 

 

郭迦翹家長 



 

  

一轉眼便畢業了！疫情下，三年無憂無慮的幼兒學校生活，確
實只有一年多，相當可惜啊！ 
    還記得海裕 K1入學時，經過一個多月難捨難離，每日都哭著
入校園的日子，到後來頭也不回...提起老師同學的趣事，笑著放
學，唱著兒歌的模樣，衷心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們和嬸嬸的照顧
和教導！ 
    疫情下，能夠上實體課變得何奇珍貴！海裕常會問起：「何時
可以快樂小蜜蜂宣誓禮？ 」「何時可以出操場玩鞦韆？一直沒開
呢！」「K1時去過荔枝角公園旅行啊！何時可以再去？」這都是一
點點的遺憾！ 
    珍惜餘下 K3的校園生活，留下美好回憶！ 
    祝願同學仔都能入到合適的小學，開心學習，健康快樂！ 

劉海裕家長 



 

  

因為這個突如其來的疫情，令你的幼兒生涯過得特

別快，雖然不捨，但慶幸因為這個疫情出現，讓爸媽能夠

有更多的時間陪伴你和哥哥成長。在這段時間，好高興看

到你尚可做到「讀書時讀書丶遊戲時遊戲」，懂得分配時

間，能夠為自己想做的事情（如玩 switch) 先努力，會

用心做功課丶學習，然後才玩耍。 

希望你繼續保持這心態，去面對新階段丶迎接美好的

將來。 

朱朗言家長 



 

  

當顥恩知道他的幼稚園學習生活快將結束，同學

會分別升讀不同的小學，連續幾天放學時顥恩都會對

爸爸說：我已經好掛住一班好朋友了！相信顥恩在明

愛的校園生活必定充滿友情和關懷。 

馬顥恩家長 



 

  

一眨眼已經在明愛度過了三年光陰。一路走來很感激校長、老師們
及嬸嬸對冠昊的關愛關注，亦感謝各位家長們在群組的分享及提醒。 

儘管不是我主力照顧上學及下課，但仍感受到他是愛老師們的。因
為在家中都常常問他，在學校有什麼事情發生，雖然不能全面表達，但
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都是：「老師話、老師話。」亦證明了冠昊對老師
們的教導很上心。而相對，老師們亦很耐心地教導我們的孩子。 

記得有一次星期六經過學校，探訪老師，冠昊很開心分享他自己的
事，例如，去哪裡，玩什麼電子遊戲，喜歡吃什麼及哥哥的日常等。足
以證明他對老師的信任。 

而作為家長的我，在此衷心感謝明愛沙田幼兒學校的校長、老師及
嬸嬸多年的付出。希望天主仁
愛的精神繼續承傳下去。培育
更多優秀的學生。謝謝你們！
願主祝福你們！ 

李冠昊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呂梓晴你已經係明愛沙田幼兒學校讀咗 4年
啦 ！回想起就好似無幾耐嘅事，仲記得你初初返學嘅情景，落車開始
情緒低落，行到橋口開始扁嘴同喊，到學校門口大喊，日日上演「骨肉
分離」一幕，搞到媽媽我個心都酸溜溜。 

最記得一次，你喊到不受控仲想逃走，結果俾老師抱咗入課室，陳
老師想上前安慰下你，你竟然同陳老師講，（你俾我冷靜下先）你真係
一名演技精湛、收放自如嘅演員。  

宜家大個囡啦！每日都蹦蹦跳跳、開開心心咁返學，唔再係大喊包
啦！真係好唔捨得你長大得咁快。 

媽媽期望你係明愛沙田幼兒學校所學到嘅好行為，上到小學都繼續
keep住做，希望你係小學嘅校園生活都一樣咁開心同愉快學習。 

最後好多謝各位老師係依 4年裡面對梓晴嘅悉心教導，你哋真係
好勁呀！你哋說話真係可以點石成金，只要係出自你哋口中，一直都做
唔到嘅事情都會即刻做到，就好似魔法一樣咁......magic～ 

真係 真係 真係好感激
各位老師。辛苦你哋啦！ 

呂梓晴家長 



 

  

時光飛逝，一轉眼子敬就要幼兒學校畢業了。感恩校長和老師
的悉心教導和耐心栽培。子敬常常覺得在幼兒學校的時光很歡樂。
記得子敬在幼兒學校有機會動手動腦做很多在家裡無法做的事情
時，他會很興奮。比方說，他會告訴我們他和小朋友一起動手做「生
果雪條」，然後品嚐大家的勞動成果。他也很喜歡 K2聖誕節時的聯
歡表演，跟小朋友和老師隨著歡快的音樂節奏一起「扭扭屁股，扭
扭腰，再來一起拍拍掌」。學校每逢佳節也會組織動員小朋友為家人
做禮物，子敬在母親節、父親節時在老師的協助下送給父母的禮物
也會讓全家都驚喜萬分。 

疫情縮短了小朋友們在學校的歡聚時光，但也讓大家更珍惜以
前日日相處的時光。祝福校長、老師和各位小朋友無論環境如何，   

都能積極面對，日日更新！ 
 

傅子敬家長 



 

  

轉眼間畢業在即，心裡亦依依不捨。回想起栢翹頭一個月每日返學都喊，栢
翹性格慢熱怕醜 ，經過老師多番耐性照顧 好快得到栢翹信任 ，栢翹好快投入校
園生活。栢翹 最喜歡上音樂堂和出操場。 

栢翹 在明愛學識了踩單車，學識自理 分享， 學識做一個有愛心嘅小朋友，
也學會了照顧同學。栢翹每日放學都會分享學校發生事情，性格變得開朗很多 ，
說話亦多了很多， 成長了很多。 

最難忘學校舉行 k2旅行時去了一個農莊，膽小栢翹竟然玩了很多次滑草， 開
心到不得了，並讓家長和小朋友多了親子時間。 

2019-2020係一個既特別又艱難時間 ，老師同學家長都要面對各種困難。停
課左好一段時間 ，又上網課左一段時間 ，學校都盡量配合家長嘅需求，吸取家
長的意見 令小朋友得到更多學習機會。即使只能回校兩三小時上課 ，栢翹依然
好興奮期待開心回校的日子 。 

最後多謝校長 、各位老師、 嬸嬸 同社工姑娘悉心教導，讓栢翹在幼稚園生
涯感受到無限嘅愛同快樂讀書環境。 

大家即將要讀小一，希望各位同學有新嘅開始。 加油！  

凌栢翹家長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已接近尾聲，恩

熙快將畢業了。在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中，我明顯地感受到恩熙

的轉變。她由那個只懂用哭去表達自己的小女孩，逐漸變得願意

用語言去表達自己，變得自信勇敢，樂意和我們分享他在學校中

的所見所聞，學會怎樣和同學們相處，怎樣尊敬師長，更學懂甚

麼是愛。我相信這全靠老師們的循循善誘。 

      在此再次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們的教導和關愛，各位姨姨們

無微不至的照顧。最後希望所有的同學們畢業後都能找到自己的

一片天，盡快適應小學生活！ 

 

鄧恩熙家長 



 

  回望過去三年，由於疫情的關係，何悦的校園生活總是聚少離多， 
正因如此，使我們更加珍惜與老師、同學共聚、共享、同行和彼此相
愛的美好時光。 
    將到的 9月 1日，開學日，明愛的小朋友們，你們將要成為小學
生啦! 意味著你們又長大了。回想起何悦升讀 K2的時候，媽媽恭喜她
成為 K2姐姐啦! 長大啦! 但她卻回應我說: 「我不想這麼快長大，因
為怕. . . . . .長大了之後爸爸媽媽就會死。」我懂她的意思，眼眶
紅了. . . . . .寶貝~爸媽會愛你和哥哥一輩子的! 希望你常感恩，
常有愛。 
    在此,亦由衷地感謝老師們對何悦的關愛,當她在學習及社交方面
遇上困難的時候，及時地引導了我們該如何面對及處理，亦感謝校長，
老師們以及馮姑娘，總是給予何悦接納、鼓勵、陪伴，使她從喜樂中
慢慢前行，感恩遇上了以兒童為中心，常存愛的明愛幼兒學校，謝謝! 

 

何悦家長 



 

  

這年畢業的鍾玟希經歷了一個很不一樣的幼兒學校生活。非常感謝明愛
幼兒學校的兩任校長、主任、老師、教職員。你們每一位都很有愛心、很有
耐性、很有經驗的去陪伴玟希在她人生裡這麼一段寶貴的時間去一起成長。
我和玟希媽媽以及我們的家人衷心的感謝你們。回想起玟希第一天穿著明愛
的校服走進學校走入課室時那張興奮喜悅的臉容，令我往後日子也能細意回
味。多得各位悉心照顧及教導，玟希從一個既怕醜又安靜的小女孩，變成現
在既開朗又活潑的 K3姐姐，這個轉變是我們樂意看見的。更加重要的是玟希
在學校找到不少好朋友好玩伴，每天都掛著笑容放學回家。有時候聽到玟希
不自覺地在唱老師教的兒歌和手舞足動地表演時，真的感到我們非常幸運和
幸福。小朋友成長就是要快快樂樂、身體健康。慶幸有你們、有明愛幼兒學
校，為玟希往後的日子打好了堅實的根基。再次感謝全體明愛幼兒學校的每 

一位成員，你們要繼續加油
培育更好的下一代，讓各位
學弟學妹也能有一個快樂、
健康以及充滿愛心的幼兒學
校生活。加油！ 

鍾玟希家長 



 

  

回憶當日祐均第一天在明愛沙田幼兒學校 K1 班上學還歷歷在

目，當年表現戰戰兢兢及有點害羞的小弟弟，現在已變成一個活潑開

朗愛跟人分享的 K3 小哥哥，我們很感謝老師們對祐均的教導及循循

善誘，亦很感謝有一班善良可愛的同學跟他一起成長。雖然遇上疫

情，錯失了很多校園生活時光，但學校老師們都很努力製作網上教材

及視像教學，讓祐均可以在家學習及與同學見面。疫情至今一年多

來，學校都不斷聆聽家長的意見，不斷在教學方面作出改變，務求給

予最多學習機會給 K3的學生，我們真的十分感謝學校的安排！ 

林祐均家長 



 

  

說真的，無論霜兒或我們，都十分不捨得離開 貴校。幸好小兒仍在讀，使得

我們仍有聯繫，霜兒也可常常回來探望各位。 
不捨得的，除了是優美校園環境、很吸睛的遊樂場外，更重要的是一份情懷，

是來自校長、主任、老師、助教、社工、職工等等各人的濃情。校園的衛生一直都

是優秀的，於本區我敢說簡直是首屈一指。面對疫情，更加體現出 貴校從行政到
實踐安排之流暢，非常專業。在此不得不再感謝負責清潔衛生的職工們，每日加倍
不辭勞苦地付出，使家長及學生們可安心回校。此外，老師們及助教亦很努力製作

教材，還要預備課業、短片、實時教學等等材料，比平日更費心力及時間，為的是
讓學生停課期間仍可學習。最後，課堂編排及行政決策上，盡顯羅校長及主任們的
高工作效率及明智。加上疫情變化及教育局指引的變化之多，本年的行政決策上必

定是最費心神的，但 貴校都一一辦妥，亦不斷接受意見及再作優化。 
最難忘的一刻，是當大家復課後首次可踏足操場的時候。口罩掩蓋不到一張一

張歡樂的臉龐，那歡樂的一刻是筆墨無法形容的，真是久違了的快樂，亦相信大家 

都不會忘記。最後，敬祝羅校長、
主任、老師們、社工、所有員工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杜霜兒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三年了，自從開學之後一年，疫情便大爆發。
無論家長，老師和學生都經歷了一段從未經歷過的挑戰。 

雖然面授課程斷斷續續，不過仍然多得老師努力不懈的教
導，透過視像會議令到學生得以繼續學習。清潔，洗手和戴口罩
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新常態。我知道有部分家長對老師感到非常
不滿因為學習進度很慢，希望家長們可以體諒老師和校長，其實
你們已經付出了很多。最後希望無論校長和老師繼續為明愛幼兒
學校的舊生和新生無私付出。在此，我謹代表學生區菀恂和我們
一家人衷心說一聲感謝。願天主保佑我們所有人，亞孟。 

 

區菀恂家長 



 

  

我們家裏兩位孩子曾紫晴、俊琋，相信對各位老師都不陌生了⋯家姐在明愛沙
田的四年到細佬差唔多三年，由趙校長到羅校長，由無肺炎到而家疫情反覆網上
Zoom 與面授參半，見證了很多成長和改變，也同學校一齊迎難而上，面對了好多

前所未有嘅教學方式和挑戰！ 
    之前比較深刻嘅係學校每個季度都有旅行，家長可以加深老師及同學間家長嘅
認識⋯疫情年半以來唔好話旅行連上學的時間都少之又少，對上一次大型活動已經

係 2019年嘅聖誕聯歡會，可能明愛係天主教教區機構的關係，所以總覺得每年聖
誕節及賣物會都充滿濃厚節日氣氛。其次係小朋友生日會，都會邀請生日小朋友家
長一齊出席，令小朋友和家長度過難忘的生日。 

   最後一件難忘事件，係舊年 11月明愛爆發流感，爹哋媽咪都被傳染到生病，慶
幸該次病情都好快康復！大家家長群組除了互相扶持之外，也見證到同學校教職員
一起提高了防疫嘅意識！ 

                                             最後衷心希望疫情盡快受控制 
及逐漸遠離，所有小朋友可以重返 
校園正常嘅生活，開開心心度過上 

學的每一天！ 
 

曾俊琋家長 



  

曾顥已經入讀"明愛沙田幼兒學校"三年了,時間過得很快﹗因為疫情
停課關係，幼兒園生活消失了將近一年，但都是一個很特別及難忘的回
憶﹗很開心曾顥可以參與這三年的校園生活，每天晚上他都會跟我分享當
日學校內所發生的事，當中我感覺到他很享受及融入校園生活，這是我最
想得到的。 

我最難忘的是聖誕聯歡會，看著他及同學們很落力地表演，台下的我
是無比的感動，眼淚都差點要流出來。看見每位都很投入玩遊戲，我覺得
我能夠身處其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還有幾個月就要升讀小一，希望曾顥及同學們都能繼續開心地學習，
迎接新挑戰。 

這三年間，很感激老師們及校長對他的愛護及照顧，老師們對他的愛
更加是可以用"滿瀉"來形容，令他有一個充滿愛及非常愉快的幼兒園生   

活。我相信，將來他都不 
會忘記你們每一位的。 

 

曾顥家長 



 

  

回顧這三年裡，喜怒哀樂什麼都有，由 K1開始就遇到一班有愛心的

老師，因為我常常生病，幸得到她們悉心照顧，例如：飲食方面、在冷氣

的課室內，幫我帶頸巾及在操場裡幫我除外套，跟住，在操場裡做運動十

式及其他活動頗有趣及愉快。到了 K2 的時候，漸漸認識校園生活及學習，

有一次，學校舉辦了旅行(香港動植物公園)，可以有親子活動及群體生

活，令我開心及難忘。到了 K3的時候，開始有疫情發生，不能夠上課，

只可以在家中上 ZOOM，令我很不高興，不可以回校同老師及同學們一起，

真是一個遺憾。在這些年裡，我第一次接觸老師們、同學們、群體生

活……，現在要離開一個愉快的地方，真是依依不拾。最後，我真心感激

各位老師的教導，希望將來回校看見大家都是擁有一顆熱愛的心教育下一

代，我要去下一站努力，大家一齊努力。 
 

劉泳妍家長 



 

  

校長及老師們好！家鋭在校園不知不覺已經由 K1至

K3完成幼稚園學習課程，本人回顧家鋭並無特別難忘及

有趣的事情，但是最難忘的就是 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開

始，引致家鋭在校園學習機會大大減少，這是我們的極大

心聲，但日子過得很快，家鋭已經踏入畢業期了，到九月

家鋭又要進入小學階段，另外我們亦感激校長及老師們在

這段日子裏對家鋭悉心教導。謝！謝！ 
 

余家鋭家長 



 

  

雖然過去一年受到疫情影響離開校園已有一段日子，但是兒子
仍然很掛念校園生活。回想起四年前的暑假，樂然仍在明愛體驗 N
班生活的模樣，當時他仍然是一個害羞的幼兒，樣子靦腆……多謝
明愛幼兒學校的校長、老師以及職工嬸嬸，謝謝你們用愛心、耐性

和智慧去培育這一班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令他們學懂規矩，人際相
處以及尊師重道！轉眼間四年過去，他已經由一個懵懂的幼兒，成
長為信心滿滿、甚有主見的小朋友！明愛的校園生活亳無疑問是我
兒子人生裏面重要的童年回憶，再一次感謝明愛的教育工作者以及
親愛的同學們，你們每一位都為兒子帶來了很多難忘的回憶，成就

了他一個快樂的童年！主佑!  

歐陽樂然家長 



 

  

雖然喺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只是兩年短短的時光，

但很感謝校長和老師對樹邦的關愛和教導，令他可以在

這個充滿愛的地方學習和成長。 

希望各位小朋友升上小一後，能夠喺小學開心成

長。最後祝福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嬸嬸身體健康、生

活愉快！ 

陳樹邦家長 



 

  

黎洛琳是一個寡言的小朋友，每天放學媽媽都會追問她在學校做
過什麼事、唱過什麼歌、在操場玩了什麼…，得到的答案通常只是
一兩個簡單嘅回應。 

幸好明愛幼兒學校的老師對洛琳十分了解，在放學時會主動告知
家長洛琳在校的狀況，令家長了解她在校內的各樣趣事，要知道這
些趣事都是爸爸媽媽的寶物啊！老師亦會給予不同的專業意見，讓
我們在面對洛琳一些不恰當的行為時能夠與老師配合處理。 

我特別感激老師們對待小朋友不會視之為一份工作，而是真真正
正能夠愛小朋友、關心他們每一個的成長，縱然家長偶有不同的意
見，但學校每每都願意聆聽家長的訴求，作出合適的安排。 

即將要離開這個快樂小天地，進入另一個學習的階段，我們心裏
很不捨，藉此向老師們送上最大的祝福，願天父親的慈愛臨到你們        

當中，繼續以愛心
教導，讓更多愛的
種子種在更多的小
朋友心中。 

黎洛琳家長 



 

 

  感覺一眨眼的時間幼稚園的生涯就結束了，雖然因為

疫情回校的時間比往年都少，但是也是幼稚園難忘的一段經

歷，感謝老師悉心準備的每一條視頻，感謝老師用心準備的

每一次 zoom，感謝老師每一個窩心的電話！同時感謝老師在

這三年期間悉心的照顧，讓凱琪能夠在三年內有了實質的飛

越，自理、學習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提升，而且也變得樂觀有

主見，感謝你們如明燈一樣帶領凱琪一直前行，願畢業後大

家都能健康快樂！ 

呂凱琪家長 



  

2015年 6月 1 日，雅淇來到了這個世界，是她人生學習的開始，兩
年之後很幸運進入了明愛幼兒學校，開始書本、德育、自理能力的各方
面。學習校園生活快四年了，我覺得這幾年的校園生活令雅淇成長了很
多，真的要向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們說聲多謝。 

現在問雅淇哪位老師最有深刻印象，她一定說是 N1 班的王老師，(上
課的第一天，她得了三個冠軍：哭聲最大、哭聲最長、躺地最多的學生)
這是後來校長對我們說的。 
    過去的日子，想對各位老師們的無私奉獻說聲多謝。  

一年多的疫情，老師們都盡忠職守，每天在校園緊守崗位，為小朋
友們如何學習而操心，費煞思量的備課，你們的努力會在每個小朋友的
身上有得益。最後只能說聲多謝，銘記心中。 

 

郎雅淇家長 



 

  

3 年時間過去，要說回一些特別事情可能很多，但真真正正要落筆寫

下又會覺得很瑣碎，無甚驚喜，還記得初初接觸 貴校，趙校長曾經跟我

們家長於一個分享會中說過，明愛沙田幼兒學校是一間很有的「愛」的學

校，那時候當然不會明白及理解，而當時趙校長亦明言難以解釋，只拋出

一句你們家長們親身感受吧，在回顧菁洏 3 年之幼稚園生涯，我只能讚嘆

一句，我能夠完全感受到當中的愛，老師或工作的姨姨們，每人每日笑容、

關心、問候、禮貌等對待，完全非三言兩語，亦非筆墨所能形容，深深體

會及認同趙校長當年的一席話。 

而過去一年，疫情打擊各人生活節奏，上學之快樂時光亦因此而被萎

縮，實屬不幸，但慶幸每人身體健康，能快快樂樂地返回校園。在此，謹

希望各人繼續愉快生活，健康快樂，珍惜在學之每一分、每一秒時光。 

 

吳菁洏家長 



 

  

孩子們將畢業，馬上就要結束曾經給予她們無限溫暖，無限

關懷的幼稚園生活，相信，此時的大家一定有著很多的不捨，捨不

得離開疼愛你、關心你和照顧你的老師，也捨不得離開幫助你、喜

歡你和牽掛你的朋友，在這代孩子們說一聲老師，你們辛苦了！老

師，加油！在未來的人生歲月中，相信孩子都會用心努力地走好每

一步，不辜負老師對他們多年的教導與期望，最後，再次感謝教導

我們孩子知識、品格的明愛，感謝給予我們關懷的校長，感謝我們

孩子的恩師！願明愛，明天更加美好！祝校長，老師，嬸嬸工作順

利、身體健康！祝親愛的同學，前程似錦！ 

郭頌恩家長 



 

   尊敬的老師，您們好！首先祝您們工作順利！孩子馬上畢業了，將蹦蹦跳
跳的開始人生另一新階級，踏上新旅程。過了暑假她將成為一名小學生了，
回想孩子在幼稚園的三年生活，作為家長感概萬千。三年來，孩子從牙牙學
語到唱歌跳舞、從衣來伸手到自我獨立、從哭哭啼啼到勇敢自信，孩子點點
滴滴的變化和進步，都離不開老師的汗水和愛心。三年來，孩子學會了分享、
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東西要放整齊、做錯事情要說對不起，多思考，仔
細觀察大自然等等，這些都是值得她珍藏一生的好習慣。 
     疫情期間，雖然不能去上學，但老師對孩子的關心沒有減少。每逢收到
老師打來的電話，孩子都會說：「我想我們老師了。」，這份感情是家長替
代不了的。我慶幸孩子在明愛沙田幼兒學校這樣的一個健康、愉快、充滿愛
心的環境裹享受了她最寶貴的童年時光。 
     學期即將結束，我沒有更多華麗的措辭來表示我的感謝，只有懷着真
誠、感恩的心祝老師們健康、平安！ 

 

馮凱琳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