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 長長 聲



1

目錄
黃校長的話------------------------2

劉安妮主任心聲-------------------3

幼愛班黃麗容老師心聲

         陳靜宜老師心聲

幼信班張玉瑩老師心聲-----------4

         陳可兒老師心聲

幼望班張雁瑜副主任心聲---------5

         戚麗嫦老師心聲

上午幼兒信班家長心聲--------6~9

下午幼兒信班家長心聲-------10~12

上午幼兒望班家長心聲-------13~15

上午幼兒愛班家長心聲-----------16

全日幼兒愛班家長心聲-------17~19



2

校長的話

小幼苗

        在孩子的成長旅途中，父母定必對子女有不同的期
許：「我家孩子長大後會是怎樣的呢？知識守禮嗎？樂
善勇敢嗎？誠實可靠嗎？擁有幸福人生嗎？」。怎樣才
能實現作父母的期許呢！

        孩子就如幼苗，需要成人悉心的栽種，從浸種發
芽、澆水施肥、適時採摘，才茁壯成長，繼而碩果纍纍。
成人要用正確的態度與孩子相處，掌握運用生活中的不同場
景，適時並適當的溝通；引導孩子建立與人物事融洽相處的模式。

        在疫情影響下，家長育兒處境，真是百上加斤，難上加難！這年頭孩
子未必可以常常回校學習，可是，呂幼愛孩子的心不變，樂意與家長攜手
合作，讓孩子在溫暖環境中萌芽，用聖經真理去施肥，以無私愛心去澆
灌，建立孩子正確價值觀和良好的品格，讓每位小幼苗在成長路上能健康
快樂地成長。

校訓：箴言22章6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繁體中文和合本)

黃妙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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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匆匆流過去，轉眼間你們已

經在呂郭碧鳳幼稚園渡過一段的日

子，還記得你們初入學的模樣，仿如

昨天。每一張一張可愛的面孔對學校

環境充滿著好奇，眼見你們慢慢熟習

學校上學模式，懂得乖巧專心聆聽故

事，關心有需要幫助的幼兒，又懂得

收拾自己的物品，你們真長大啦！期

盼你們在未來的日子，能透聖經的教

導，做一個天父喜悅的孩子！                      

            幼兒愛班  陳靜宜老師

    不經不覺幼兒班的小朋友已經上學

快三個月了，由開始時對你們每個都不

太認識，漸漸已熟悉你們每一個獨特的

個性；你們也由哭著不願上學，到現在

已能自己進入校園，更懂得遵守學校的

規則，真是進步了很多！榮幸能陪著你

們成長，見證你們的進步！願你們的校

園生活精彩豐盛，每天健健康康、快快

樂樂地上學，與我們一同學習和遊戲！ 

              幼兒愛班  黃麗容老師

    感謝天父讓我們能服事一班可愛的幼兒班

孩子。每天迎接他們回校，是我們最期待的事

情。見證著小寶貝們由帶著不捨的心情向爸媽

道別，到漸漸適應校園生活，實在為你們的進

步感到高興。謝謝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將你們

最寶貴的孩子送到本校就讀，讓我們以基督的

愛，教導和陪伴幼兒成長，實踐本校的校訓：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離。」願天父繼續牽引你們成長的道路，

蒙神的祝褔，滿有恩典，成為神和人所喜悅的

孩子。 

                              劉安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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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能夠成為幼兒信班的班主

任。你們熱情可愛，每天都掛著笑臉

回校，擁抱老師；你們好學活潑，能

自主學習，積極參與不同的探索活

動。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在天父愛的

圍繞下，你們愈懂得關愛別人，忍耐

有禮。願你們能結出聖靈果子，做個

天父喜悅的孩子。

            幼兒信班  張玉瑩老師 

                                      陳老師每天在課室裡等候小朋

                                  友回來，感恩看到你們滿臉笑容又

                                  急步走進來，感受到你們都有一顆

                                  喜愛上學的心。在與你們學習的過

                                  程中，感恩你們專注又愛創作，滿

                                  有自己的想法亦會向人表達，明白

                                  到你們又有一顆主動探索的心。在

                                  你們參與遊戲活動的時候，感恩你

                                  們會嘗試挑戰新項目，從不易放

棄，看得到你們積極投入活動的心。為這一切，老師獻上無盡的感恩，天

父親自看顧每位小孩，由開學至今，幫助你們一天一天的進步成長，盼望

在未來的日子裡，天父保守各人有精神健康，能在校園裡繼續愉快學習。

                                            幼兒信班  陳可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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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剛開學時的親子適應班，

家長與幼兒一同合作做相架，一齊唱

歌搖沙蛋，情境溫馨又愉快。轉眼

間，他們已過了三個月的校園生活，

幼兒對老師建立信任，也漸懂得遵守

校園的規則和運作，欣喜他們對各活

動也開始投入參與。最感恩是天父的

的保守、看顧和大家的努力下，讓疫

情穩定過來，幼兒便可如常上學，繼

續享受學習的樂趣。

              幼兒望班  戚麗嫦老師

    還記得開學初次見面時，孩子們

充滿稚氣的樣子，對學校的環境充滿

好奇！瞬間轉眼已過三個月，感恩孩

子們已適應校園生活。我很珍惜與孩

子相處的每一天，喜歡他們天真的笑

臉和悅耳的歌聲。感恩可以陪伴孩子

成長，見證他們的改變，懂得與人相

處，學會不同的技能和知識。求主賜

下保守和祝福，願孩子在校園內的生

活精彩，充滿歡樂！

          幼兒望班  張雁瑜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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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上午幼信班余桃治家長，

不經不覺上學都有三個月，記得上學頭兩日

家長是可以陪伴上課，這兩天其實我比桃治

更開心，因為可以親眼目睹他上課時的喜

悅。之後到正式上課的第一天，我帶着哥哥

和他回學校，當時桃治直接進入學校，沒有

回頭跟我說再見，可能他真是很喜歡上學，

到了現在他更加適應學校生活，還很喜歡做

功課。

            上午幼兒信班    余桃治家長

    當初開學前的種種擔心還歷歷在目，

轉眼間竟也開學三個月了，感恩在全體教

職員細心照顧及培養下，建希能很好地適

應幼稚園生活，除了在生活自理、認知發

展上有很大的進步外，語言表達能力更是

明顯提高，看到他臉上掛著開心自信的笑

容，是我作為家長最欣慰的一件事，再次

感謝耐心又有愛心的老師們！

        上午幼兒信班    何建希家長

上午幼兒信班上午幼兒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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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知呈第一天上學，一面流淚、

心裏還記得要跟媽媽說再見。現在的她

已經頭也不回踏進課室，上校車時會跟

我們說再見，她真的長大了。

    知呈很喜歡上學，每天都會和我們

分享學校裏發生的事情。我們很期待天

父藉着呂郭的教育，在她心裏種下九顆

聖靈果子，讓她成為一個有愛的小朋

友。

        上午幼兒信班    蔡知呈家長

    自姊姊思淇在這完成三年校園生活，

現在又到妹妹思蓓讀K1了。不知甚麼是規

則，個性活潑又好動的她，對新事物都感

到好奇。俗語說「三歲定八十」，品德須

從小培養，選擇一所合適的幼稚園，對她

來說是非常重要。我們一家十分欣賞學校

的品德教育，透過不同主題的引導，培養

小朋友良好的價值觀，希望小女能在這裡

健康快樂地成長。

          上午幼兒信班    尹思蓓家長

    我的小女兒貝鎣是一位開心又可愛的

小孩子，她已適應了幼兒班的學校生活，

她會唱學校兒歌給我聽，說說同學的名

字，開心的、興奮的，作為媽媽的我倍感

安慰，多謝校長、老師及校工們的悉心照

顧，使女兒感受到校園生活的歡樂。我真

的衷心希望女兒在貴校的愛心教育下，她

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上午幼兒信班    王貝鎣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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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儒在幼稚園已經過了差不多三個多月

的校園生活，回想第一天拖著他的小手一起

踏進學校上課，他那充滿期待、好奇的感覺

還很像昨天一樣。

    今天的他，真的長大了，每天晚上也會

跟我一起分享學校的趣事。看見他每天開開

心心地上學，實在很欣慰。萬分感謝校長、

老師們及各工作人員！

            上午幼兒信班    蔡學儒家長

                                    晞藍來到呂郭三個月多了！開

                                學前，我都擔心她的情緒，因為我

                                們形影不離，所以預計上學都會哭

                                鬧。但除了第一天上學之外，她都

                                是開開心心上學。我深信校長和老

                                師都給她一個溫暖的家，就算沒有

                                媽媽都享受上學的時光。她每天都

                                和我分享和老師同學們的生活點

滴。感謝呂郭的每一位，讓她有機會在呂郭學習耶穌的愛，學習怎樣去

愛人。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上午幼兒信班    卓晞藍家長

    轉眼間，半學期的幼兒班生活快過了。

感恩的是，浚揚能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裏遇

到善良的每一位。你們的包容、忍耐、鼓勵

和教導，使性格慢熱的浚揚能在短短兩個月

裏逐漸建立自信。由開學初期每天早上在校

門口跟我拉拉扯扯、大喊大叫不想上學，變

成現在頭也不回地衝入學校。衷心感謝呂郭

的每一位，讓孩子們能在耶穌的愛裏成長。

            上午幼兒信班    郭浚揚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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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穎經過兩個多月幼稚園生涯，不斷成長

及比過往更懂分享，慢慢學懂與小朋友相處，

每天放學回家都急不及待分享學校點滴，已把

同學及老師名字牢牢記在腦海裡，代表著柏穎

十分喜歡他的幼稚園生活，每天都高興地與最

喜歡的哥哥一起上學放學，正是父母最期待的

畫面，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好讓柏穎能參與更多

課外活動認識更多好朋友。

              上午幼兒信班    李柏穎家長

    轉眼間，璟立已在校園生活了三個月，

由不喜歡上學及穿校服，到現在每天起床都

急不及待上校車，實在感激學校所有老師及

職員對小朋友的關愛。

    璟立回家時也有分享學校的一點一滴及

提及上幼信班的同學，偶爾從孩子口中聽到

同學的名字，感受孩子喜歡上學及學習新事

物。作為父母，希望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孩

子一同成長。

            上午幼兒信班    關璟立家長

    不知不覺柏霖上學已有三個月了，還記

得他剛上學時有些緊張，但對一切都很好

奇，總是靜靜地留意學校周圍的環境。

    他很少在學校說話，比較害羞而且被

動。時常要別人的邀請才參與活動。

    經過幾個月，柏霖每天上學都好開心。

每天放學都會和我們分享在學校所做的事

情。很開心地介紹同學給我認識。相比剛上

學時，現在已經不緊張，很享受校園生活。

            上午幼兒信班    陳柏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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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們是傅柏澄的家長。

眨眼間柏澄已經就讀了呂郭碧鳳幼兒班三個月

了。相對弟弟柏霖，柏澄是一個比較活躍好

動，簡稱百厭的一個小男孩。我們都擔心會辛

苦老師們！

    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都看到柏澄的變

化和進步。學識了與人相處時的禮儀，互相禮

讓和學習到等待的重要。當中看出老師們教育

學生們時的付出和努力。感謝！

              下午幼兒信班    傅柏澄家長

    你好， 我們是傅柏霖的家長。

眨眼間柏霖已經就讀了呂郭碧鳳幼兒班三個月

了。相對哥哥柏澄，柏霖是一個十分文靜，被

動的一個小男孩。我們都會擔心柏霖就讀幼稚

園後無法適應新生活。

    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都驚訝看到柏霖的

變化和進步。柏霖開始和其他人交流和相處， 

同時亦開始勇於表達自己的主見。他的變化可

看出老師們的付出和努力！感謝！  

              下午幼兒信班    傅柏霖家長

下午幼兒信班下午幼兒信班



11

    小兒迦勒是一個可愛的天使，但他

有時愛探索和玩耍，令我夫妻兩非常頭

痛。

    自從小兒到呂幼上學後，行為明顯

有很大改善。最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

他多了向人表示愛，開始懂得與人分

享、主動向人打招呼。

    再次感激呂郭碧鳳幼稚園所有老師

和同工對小兒的愛心和教導。

        下午幼兒信班    何迦勒家長

各位老師好：

    好快小朋友返學已近三個月，在

此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辛勤付出，尤

其係下午幼信班的陳老師、張老師。

小朋友剛剛返學，好多習慣、規矩需

要重新學習，喺兩位老師耐心的教

導，令佢有進步。兩位老師亦時常用

電話與我溝通小朋友在學校的情況，

讚賞他的優點，提醒我教導時需要留

意的地方，點點滴滴，細緻入微；對我提出的教導孩子中的疑問，亦能給

出中肯有效的建議，大大緩解了我的壓力。孩子在這樣的學校中，由這樣

富有愛心、耐心的老師陪伴成長，令我非常之安心。                

                                      下午幼兒信班    趙明昊家長

    我係下幼信班曾芊潼嘅媽媽，我個女

除了喺我陪她返學嘅頭三日外，每日當佢

去到學校門口講完再見，行入校門後，佢

必定大聲喊，咁嘅情景維持了整整一個九

月，好彩得到黃校長、劉主任、陳老師同

張老師兩位班主任，以及其他主任同老師

嘅悉心教導，我個女終於喺十月開始無再

喊。今日佢重同我講：「我今日要返學

呀。」真係非常感恩！          

          下午幼兒信班    曾芊潼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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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老師：

    轉眼間天洛已經入學兩個多月了，

雖然初期都會不捨得媽媽，但現在已經

適應了。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同學仔，會

同爸爸媽媽分享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和習

作，加上學校的多元化活動，令天洛越

來越喜愛和投入校園生活。至今進步了

很多，真是又驚又喜，感恩有老師耐心

及愛心的教導。

        下午幼兒信班    梁天洛家長

    不經不覺，開課至今已有

三個月了，回想起，他進入校

園上課的第一天，由最初的不

適應，到現在能夠坐定定聽老

師說故事，回家後又能唱歌

(放學歌)給爸媽聽，心感開心

和滿足。

    我感恩學校以愛為本，感

謝老師們充滿愛心和耐性，令

詩博很快地融入校園生活。

下午幼兒信班    彭詩博家長

    以馬是個個性較急躁、不善表達的小朋友，

適逢妹妹在以馬剛開學的時候出生，我們都很擔

心他的情緒。

    在這裡特別感謝張老師、陳老師的悉心教

導，常以愛心、鼓勵的方式教導孩子，又會主動

來電，讓我們了解他在學校的情況，短短三個

月，已感受到貴校的良好學習氣氛。此外，老師

們不但對學童細心照顧，還深切理解家長的需

要，做好家校合作和建立互信。

    願主祝福校長，各位師生及職工，身體健

康！主恩滿溢！

                下午幼兒信班    羅以馬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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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父母，今年最大的欣慰與收穫便是柏澔

成功地適應並喜歡上了幼稚園的生活。每天中午

送柏澔到學校，見到門口熱情迎接小朋友的黃校

長和老師們，我們會覺得很安心。放學後，柏澔

經常會興奮地與我們分享學校當天有趣的事情，

同我們唱學到的新兒歌。再次感謝陳老師與張老

師，柏澔的進步與成長得益於你們的愛心付出與

悉心指導。

                下午幼兒信班    陳柏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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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甄寶貝九月準備返學，我們

又擔心她不習慣不適應，怕佢喊又

怕佢不開心，又有新冠肺炎，又怕

老師處理唔到太多小朋友，又怕學

校環境不理想，十分擔心。當我頭

三天陪伴寶寶一起上堂，我深深感

受老師和藹可親，精挑細密處理每

一位小朋友需要，耐心溫柔及輕聲細語教導小孩子每一個環節，十萬擔心已

放下，直至現在我明顯看見我婉甄寶貝每天都在進步和學習，由開始不願意

上學心態改變到現在不能少一天上學的心態，多謝幼兒望班的張副主任和戚

老師教導，我深信我婉甄三年嘅校園生活必定精彩及開心愉快！

                                        上午幼兒望班    鄺婉甄家長

    開學至今已有三個月，感恩在疫情

下可如常過校園生活，因為在學校裡會

學到在家中學習不到的東西，亦可從同

學身上互相學習。我想起施諾在頭兩週

進入校園時都會哭著說不想上學，現在

愛上學校了，能獨立地走上梯級跟媽媽

說再見。爸媽看著兒子不斷有進步，感

到很欣慰。因此，我們非常感謝校長和

老師帶給施諾一個充滿愛的校園。

        上午幼兒望班    何施諾家長

上午幼兒望班上午幼兒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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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九月時，皓雲除了最初幾天上

學有點哭鬧外，現在每天上學都是歡歡

喜喜的。他十分適應和喜愛校園生活，

回家還會唱老師教的歌、又會快樂地展

示他在學校做的手工給家人看。我相信

他在學校享受了愉快的學習時光。把

皓雲送進這所熟悉的愛心學校學習，我

感到很放心。我也感恩他每天都可以跟

哥哥手牽手快樂地進入學校上課。            

        上午幼兒望班    曾皓雲家長

    不經不覺，樂樂已入學好幾個

月。與姐姐不同，樂樂很外向，很愛

與我們分享她上課的點滴。她會把在

課堂內學到的歌曲、技巧帶回家裡，

讓家中各位也從中學習，亦能感受到

當中的快樂。真的很感謝每一位老師

除了教導樂樂，更間接讓我們家中的

成員有所成長，謝謝。

      上午幼兒望班    吳芷樂家長

    璟瑆入學至今，不經不覺已經數月

了。我非常感激張副主任每次致電時，

也會很詳細地告訴我兒子在校時所發生

的點點滴滴，令我能夠更了解他在校的

情況，可以更加放心。

    更驚喜的是，其他不是教導他的老

師也會認識他，早上在校門前更會和我

一起談論他的事情，能看到呂郭的老師十分關心學校每一位學生，令我

感到十分溫暖。

    我很慶幸他能加入呂郭這個大家庭。

                                    上午幼兒望班    潘璟瑆家長



16

    在學校看見柏言專心上堂時的

相片，他在家中常常唱在學校學的

歌。深信老師們每天很努力去教導

他。每月進入校園參觀時，他會向

我介紹課室內有他的相片，他喜愛

的玩具及圖書，我很高興他享受校

園裡的生活。非常感恩他能夠入讀

這學校及遇到有愛的校長、老師

們，姑娘及哥哥姐姐！

    上午幼兒望班    葉柏言家長

    上課已經一段時間了，葆倫會

分享在學校上課的事情，唱歌、遊

戲、認字和同學們的名字等……

    感謝老師細心的教導，時常分

享葆倫在學校的情況。在家長教師

交流會更深深體會到學校的用心安

排，感受到孩子們快樂學習的氣

氛，每天都期待上學可以學習新事

物。

  上午幼兒望班    司徒葆倫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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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上學已經兩個多月了，見到孩子

每天開心上學，放學後又想再立即返學，

證明他很喜歡上學。最近經常唱學校教的

歌曲，有時亦叫我幫手上網找找是怎樣

唱，亦會自己完成工作紙，喜歡學校借閱

的圖書，在家又會經常叫老師早晨，校長

早晨，希望孩子保持喜歡上學及學習的情

緒，作為媽媽就最開心。

          上午幼兒愛班    賴瑜辰家長

上午及全日幼兒愛班上午及全日幼兒愛班

    駿彥在呂郭碧鳳幼稚園就讀差不多三

個月，回想開學的一星期，每天當他進入

校園前，總要在校門口角力一番，要求我

們陪伴他上學去，但經過校長、主任、老

師和各同工每天的循循善誘和笑容，之後

就不再害怕上學，而且每天放學都主動分

享在學校的軼事，說他很喜歡上學，因為

很開心快樂。感恩能夠入讀這所幼稚園，

能讓駿彥真正享受上學的快樂和樂趣。 

          上午幼兒愛班    鄧駿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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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皓舜踏入校園已一段日子！

    開學前，還害怕你會喊、會不願入校…但你

竟然悠悠走進學校，爸媽內心百感交集，但知道

你是長大了！

    你每天放學會哼著剛學的新歌，會主動和我

們分享你校園的趣事，還很快記住校長、老師、

姐姐和同學的名字，像要告訴我們…你很喜歡學

校，很喜歡這裡的一切；很感激老師用心教導，

皓舜才會如此喜歡上學！感謝天父，讓皓舜成為

天父喜悅的孩子，凡事學懂感恩！

                全日幼兒愛班    靳皓舜家長

    由為女兒準備開學事情及校車接送

開始，每天都想到不同程度的問題，總

是憂心，希望能安排得妥善，減低女兒

焦慮的可能。

    幸好，主任和班老師都很友善和體

諒，幫忙留意姿睎的情況。每每都願意

和我聯絡，講解女兒在校的適應情況，

安慰著我。每一次聽到老師的欣賞，適

應情況比想像的好，讓我能放鬆心情！

    很享受一直與女兒成長的時間，是我們永遠美好的回憶！

                            全日幼兒愛班    錢姿睎家長

    不經不覺已經在幼稚園上學了一段時間，

梓樂慢慢地習慣了校園生活，亦開始認識到不

少朋友，很開心學校在品德教育方面的發展， 

令小朋友有良好的品德。梓樂每天會回家分享

學校的事情，他很喜歡上學，喜歡學習，喜歡

與人相處。很開心可以加入呂郭碧鳳幼稚園這

個大家庭，感謝黃校長以及老師們的悉心關懷

及照顧！ 

              全日幼兒愛班    崔梓樂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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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謙因為生病，所以沒有參加到家長

適應週，初期都擔心他會害怕。不過，老

師致電告訴我們，說他在學校裏表現得很

好，沒有哭，也有上廁所，非常合作。這

令我們放心了很多。現在他很喜歡坐校車

上學，回家後也會自己做功課、唱學校學

到的歌、做體操，也能說出不同老師和同

學的名字。希望他好好享受這三年的校園

生活，開心學習。          

          全日幼兒愛班    陳德謙家長

    自從家姐加入呂郭的大家庭，惠聰每天

都跟隨著我到學校接送，一起參加學校各種

活動，所以他一直好期待自己可以穿著校

服，背上書包踏進校園的一天。開學已經有

三個月了，兩位老師每天都會和我分享他的

一切。現在每天放學都拖著他的小手，他都

會喋喋不休分享和投訴，但總是帶著微笑地

說著。感謝學校的每一位帶來有愛的校園給

每一位小朋友。 

            全日幼兒愛班    鄭惠聰家長

    上學的第一天，柏昊輕鬆地自己走

進學校，誰知第二天，在巴士上已經開

始吵鬧，到學校門口時更哭到崩潰要老

師抱進學校！幸好每一天都有進步，老

師說他還會反過來安慰同學仔呢！上學

兩個月確實成長不少，由從前什麼都不

懂逐漸變成有規矩有禮貌，每天也會和

家人分享學校的趣事。媽媽希望你享受

每一天的喜怒哀樂，在學校裡好好學

習，做一個善良的人。

        全日幼兒愛班    洪柏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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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穎熙已加入呂郭

的大家庭三個月了！感恩穎熙

在校長、主任、老師和各職工

的關愛下，逐漸適應新的校園

生活。穎熙每天跟我們分享在

學校裏的學習點滴，每天期待

上學的心情，實在令我們感到

欣慰！作為舊生家長的我們，穎熙的分享亦為我們勾起了哥哥以往在呂郭

學習的回憶呢！希望穎熙繼續熱愛校園生活，熱愛學習吧！加油！

                                      全日幼兒愛班    鄧穎熙家長

    轉眼間皓雯經已上學一個半月了，

好像昨天一樣。皓雯是個文靜內向的小

朋友，全賴老師溫柔的教導才令她順利

過渡適應期。偶爾皓雯會在家中與我玩

角色扮演遊戲，她模仿老師說話動作，

十分可愛。與此同時我也能窺探她的校

園生活點滴，看來十分充實愉快。我與

丈夫很感恩她能當這𥚃的學生。

        全日幼兒愛班    姚皓雯家長



校址：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地下          

電話：2893 2715 / 2891 2172          

傳真：2803 5997    

電郵：mail@lkpfkg.edu.hk                     

網址：www.lkpfk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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