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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Compose Beautiful Music
Principal Wong Pui Shan
Time flies, the music of 2020-2021 has almost played to the
last syllable. While listening to the melody, ups and downs can
be founded. Though it started with a gloomy blue minor scale,
it ended with a lively and warm major scale. Indeed, 2021 is a
challenging but a grateful year.
Our school welcomed the 40th School Anniversary under an
uneasy time regarding uncertainties of the pandemic, but it
was great that each staff continuously put their optimistic heart
into the completion of various celebration events.
Though we were hovering between the resumption and
suspension of classes, students could learn sustainably under
the parent-teacher coorporation and have gained inspiring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t was a honour to gain the Grand Awar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Healthy Diet,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ies

「疫」流而上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the Joyful❤Healthy Workplace
Programme for commending the emphasis of staffs’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herefore, a team of production crew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came to our school for recording the process of programme
promotion.
We emphasise “Education of Love” and love each child along
the way. This allows us to get the Caring School Award for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After overcoming the extraordinary school days, I have
witness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team of Liu Yan Tak. I
wish for every child to live in an optimistic and a blessing way.
Let’s strive together for making Liu Yan Tak to be a place of
dreams chasing and memories keeping, and go beyond for
the next magical journey to compose another beautiful music.

同譜美麗樂章

黃珮珊校長

時光匆匆，2020-2021學年的樂曲即將奏畢，靜心細聽，發現這是一首充滿起承轉合的歌曲，雖以憂鬱的藍色小調開首，卻以溫暖輕
快的大調作終結。數算恩典，今年確是感恩又充滿挑戰的一年。
樂曲一開始，緩慢陰沉的鋼琴聲徐徐入耳，面對疫情的反覆不定，種種不確定的因素，令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在不安的氛圍下迎來了
四十周年校慶。慶幸學校各員均能懷著樂觀積極的心情籌備各項活動，還凝聚各方力量，合力完成種種挑戰，讓眾人能見證學校四十年
自強不息的輝煌。
然而明快的樂句及憂鬱的音符持續交替地演奏著，學校亦徘徊於復課及停課的無限輪迴之間，可幸同學仍能在線上線下以自律和積
極的態度應對各種轉變，加上家長和老師的通力合作，令大部分同學都能持續學習，更能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令
人鼓舞。
憑著各位樂手的努力演奏下，迎來了一段段輕快溫暖的旋律，學校首次榮獲由衞生署、勞工署及職業安全健康局頒發的「好心情❤
健康工作間」四個大獎，分別是「超卓機構大獎」、「健康飲食推廣優秀表現獎」、「體能活動推廣優秀表現獎」及「心理健康推廣優
秀表現獎」，從而嘉許學校重視教職員工作時的身心健康。為推
廣健康工作間的重要性，職業安全健康局更派出攝製隊到校攝錄
學校推行計劃的情況，堅定了員工共同建立愉快心情工作的決
心，讓我們每天都與心情「躍」會。
疫情下，學校秉承「愛的教育」，在教育的路上，我們由衷
地愛孩子。無論是老師、職員，以及家長，都一起體現這共通
點，讓我們連續第三年榮獲「關愛校園榮譽獎」。這共通點讓大
家有著一致的目標，就像出色的樂團一樣，合力譜奏美妙精彩的
樂曲。
經歷過今年非一般的上課日子，我見證廖恩德團隊的專業精
神。期望同學都可以活得積極幸福，讓我們一起努力，自強不
息，令廖恩德成為啟發同學追尋夢想、充滿美好回憶的地方。在
這宏遠的使命下，讓大家「疫」流而上，齊心進入下一個年度的
奇妙旅程，再譜美妙樂章。

Takflix

廖恩德電視台

Duing the Easter Holidays,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Liu Yan
Tak TV Station, it is called “Takflix”. The “Tak” comes from “Liu
Yan Tak” and the word “flix” means “the movie”. Children are
encouraged not only to speak and dance in front of camera but
also learn language and develop physical health,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of express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interests.
學校於復活節假期後成立了「廖恩德電視台」—「Takflix」，由
Liu Yan Tak 中的「Tak」及電影「Flicks」的意思組合而成。我們希
望幼兒可透過此平台，能多運用說話及肢體動作來學習語文表達和
身體協調的能力，同時提升幼兒的自信心，發掘興趣。
Let’s find out what the children doing! What can you guess?
大家又估到小朋友在做甚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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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Fun in the Railway World

K1A 暢遊鐵路世界

動

During March 2021, teachers
and children carried out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which the children tried for their
first time to condu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thing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themes chosen for K1 children were “Have Fun in
the Railway World” and “The Bus is Honk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collected relevant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topic
and brought them back to school to share with their peers.

La La La~ Let’s sing a song to our parents, was it good?
叭~叭~叭~我們唱歌給爸爸媽媽聽，好聽嗎？

在剛過去的三月份，老師與幼兒共同進行了設計活動，這
是幼兒第一次嘗試按照自己感興趣的事或物來進行深入
的探索學習。是次幼兒班所選擇的主題是「暢遊鐵路世
界」和「巴士叭叭叭」。幼兒每天都會就著相關的
主題，回家與爸媽共同搜集資料或物品，帶回
校與同伴一同分享。

The Bus is Honking

We made this dream train
這是我們親手做的夢想列車

K1B 巴士叭叭叭

We are taking the K1A train
我們乘搭K1A列車到處去

Our performance was very nice
我們的表演很精彩

The Railway World in my eyes
我眼中的鐵路世界

Let’s take a photo
開心大合照

The Bus is Honking

K1C 巴士叭叭叭

Our performance was very nice
我們的表演很精彩

Thank you to my parents for visiting
our outcomes showcase
多謝爸爸媽媽來參加我們的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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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Project-Based Learning Outcome Showcase

低班設計活動成果展
The themes of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for K2 children were "The Talking Sign" and "The Toy Kingdom". Children worked
hard together to make the game design and the work display for the outcome showcase. On the day of the outcome
showcas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played the role play games which were discussed and designed by the children
outdoo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laying, both the children and the parents had lots of fun and were excited. In addition to the
wonderful parent-child games, children also invited their parents to appreciate their creations under a pleasant atmosphere.
Parents could deeply feel that their children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theme and appreciated for the
children's efforts.
是次低班的設計活動主題分別是《標誌在說話》和《玩具王國》。幼兒齊心合作，為成果展的遊戲設計和作品展示而努力。於
成果展當天，幼兒和家長一同在戶外草地上進行由幼兒討論和悉心設計的遊戲和扮演活動。過程中，幼兒和家長均樂在其中、
表現興奮。除了精彩的親子遊戲外，幼兒更邀請家長一同欣賞他們用心創作的藝術作品，氣氛愉快。家長更由衷表示，他們深
深感受到幼兒對主題有深入的認識，並對幼兒的努力表示欣賞。

The Talking Sign

標誌在說話

K2A

Children sh
ared their si
gn design
幼兒分享自
己設計的標
誌

The Toy Kingdom

玩具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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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tested their game design
幼兒在測試自己設計的遊戲

K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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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parents were happily playing
the role play games
幼兒和家長玩扮演遊戲，樂在其中

K3 Project-Based Learning Outcome Showcase

高班設計活動成果展
"The Amazing Store" and "Mr Paper Wants to Play with You" are p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K3 children. The
previous theme was "The Mystery of Currency", some children loved to share their shopping experience and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types of goods sold in stores. Some children were curious about various banknotes, leaving them with a
deep impression and being relevant. The topic arouse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timulated K3's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Therefore, the teacher grasped the children's curiosity and interests, and carried out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children
collected their data and choose their favourite quotient or paper play. They could discuss in depth and invite parents to share
their joy in the exhibition.
「神奇的商店」和「紙想跟你玩」是按照高班幼兒的興趣而產生。在過往主題「錢幣的秘密」中，部分幼兒熱愛分享自己的購
物經驗，又對商店所售賣貨品的種類感到興趣，亦有些幼兒對各種紙幣感好奇，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對相關的題目引起
了學習動機，激發了他們對該主題的討論潮。於是，老師就抓著幼兒的好奇及興趣，進行活動。過程中，幼兒透過資料搜集，
選出自己最喜愛的商店或紙張的玩兒。他們不但深入探討，還於成果展邀請爸媽一起分享當中的喜悅。

The Amazing Store

K3A 神奇的商店

Mr Paper Wants to Play with You

K3B & K3C 紙想跟你玩

What an interesting game
紙橋真好玩

Children created the

games with heart to
prepare the
outcome showcase
幼兒用心製作遊戲，為
成果展作好準備

Look! Paper can be folded in different forms
你看！紙可以摺成不同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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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ort of Parent-Child Garden

對親子園圃的付出

K1

On the day of harvest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dug the big and red
tomatoes together. A lovely smile can easily be found on each K1
student.
收成當天，幼兒與家長一起收割又紅又大的蕃茄；可愛的K1小朋友見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 on the

到蕃茄時，更流露出很燦爛笑容。

parent-child garden. Your plants have grown up
strong and it is the time to be rewarded. Our school
have therefore organised a harvesting activity for
all of you.
感謝大家對親子園圃的付出，孩子們的植物已由小
小的幼苗到現在漸漸長出果實，茁壯成長，故學校
特安排家長與子女一起進行收成活動。

K2
Both the children and the parents tried their best and used
their efforts to dig out the carrots. That is why we should
treasure the food.
K2幼兒負責收割蘿蔔，他們與爸爸和媽媽一起努力拔蘿蔔，大
家都費了不少力氣，原來食物真是得來不易。

K3
Green pepper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shapes amused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y harvested them excitedly.
一個個的青椒呈現在幼兒與家長面前，大家不禁高呼神奇呀！小朋友與
家長一齊摘下青椒，都感到十分興奮呢！
The green peppers take long period to grow, so the harvesting will be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sessions.
由於青椒的生長過程需時較長，因此K3的收成分為不同時段，感謝家長
的耐心等候。

Planting Class種植班
Our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Food for Good" activity
and invited organic certiﬁed farmers to teach children
how to harvest lettuce and explain how to turn the
soil. Children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reasuring
food through this knowledgeable experience.
本校參加了《校園齊惜福》活動，邀請有機認證的農
夫合作，教授幼兒如何收成生菜，並講解如何翻土。
幼兒透過親身體驗，知道食物得來不易，我們應該要
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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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Fruits

「果」然健康

Exercise of Protecting Spine

護脊操

“One must have good tools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To have good learning results,
having a healthy body means a lot, or otherwise everything is in vain. Therefore, the
school has been organis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cultivate children's
health awareness, hoping that children can develop good habits from childhood and have
a healthy and energetic life. In the second term, we participated in the 2021 "Happy Fruit
Month" campaign and the Community Chest Straighten Up School Campaign organi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the Central Health Education Unit. We also organised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to help children to be relaxed and have fun, and learn about
healthy eating and different spine protection exercises. Let us savour the exciting highlights
of various activities together!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良好的學習成果，就必先擁有健康的身體，否
則一切都是枉然。為此，學校一直舉辦及參加不同的活動，致力培育幼兒的健康意識，希望
幼兒能從小養成良好習慣，擁有健康活力的人生。於下學期，學校便參加了由衞生署中央健
康教育組舉辦的2021「開心『果』月」大行動及香港公益金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並舉辦
不同的活動及工作坊，讓幼兒在輕鬆有趣的氛圍下，學習健康飲食的知識及不同護脊運動。
就讓我們一起細味各項活動的精彩花絮吧！

Fruits Day

水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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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neyland Theme Park Adventure

迪士尼學習之旅
K1 and K2 children had the time to enjoy an unforgettable and
cherishing moment during theme park adventure. Each K1
student brought the Disney Theme Park Adventures Life-wide
Learning Passport and was led by the parents to explore the 4
themes of the park. Also, each K2 student could discover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and experience how these elements come
together in a performance of their own creation through magical
attractions, storybook settings and musical backdrops.
在這既難忘又具紀念價值的一天，幼、低班的小朋友能參與有趣

K2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ere ready to enjoy the
time in Disneyland
每位K2小朋友和家長已預備好享受遊覽迪士尼了

好玩的學習之旅。於是次活動中，幼兒班的幼兒可攜帶著「迪士
尼探索之旅全方位錦囊」，並由家長帶領他們於香港迪士尼樂園
探索樂園四大主題。而低班的幼兒則置身奇妙場景，在歡樂的音
樂氣氛下學習趣味十足的說故事技巧，發揮無限創意。

All the K1 children and parents were excited and got ready to
get in the park
小朋友和家長們都很興奮並準備進入樂園遊玩

Let’s take a photo for keeping memory
快樂的時間亦不忘拍照留念

321, Smile!
三二一，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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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and K2 children we
re engaged in the park
adventure with the Dis
ney helpers happily
幼、低班小朋友在學習
之旅跟樂園的導師哥哥
姐姐玩
得投入又愉快

321, Smile! 三二一，笑！

Welcome to Toy Story Land
歡迎來到反斗奇兵大本謍

Hurray! Let’s go playing
好哇！去玩了

ction
focus to listen the introdu
All of the childre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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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isneyland hel
導遊哥哥的介紹
大家都專心聆聽迪士尼

Every K3 child had put on the grand graduation gown and mortarboard
to take photo with Mickey
高班的小朋友都穿上華麗的畢業袍和戴上畢業帽與米奇拍下照片

Look at how upright and energetic the K3 graduates were
看看各位高班的畢業生站立得多麼筆直和精神奕奕

Disneyland Grad Day

迪士尼畢業慶典
T h e b i g d a y o f K 3 c h i l d r e n h a s c o m e ! To
broaden children’s horizons, enhanc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keep them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a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7th June, 2021 successfully. All the K3
children, Principal Wong, senior teachers,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excited to take photo with Mickey
in the Disneyland.

All the children were having delic
ious lunch
at the Starliner Diner
小朋友一起在火箭餐廳享受豐富又美
味的兒
童午餐

高班小朋友的大日子來到了！為了擴闊幼兒的視野
及增強親子間的溝通，並讓畢業生留下一段美好而
難忘的回憶，學校終於在6月7日舉辦高班迪士尼畢
業慶典。高班的小朋友、校長、主任、老師及家人
都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到迪士尼與米奇愉快地拍
下畢業照。

were
Teachers and children
t
boa
the
on
fun
ing
hav
在其中
都樂
朋友
和小
老師
t
e ready to get on the ﬁlgh
It seemed that everyone wer
已準備登上鐵甲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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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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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Graduation to all K3 students, Principal Wong,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so happy with them
高班的小朋友畢業了，校長、各位老師及家長都替他們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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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Review and Feedback

同儕觀課
"Free play" encourages the provision of a less standardised and highly autonomous environment at the infant stage to allow
children to play and explore. Although there is no preset learning goal, children can obtain different learning effects in "free
play". Since the resumption of face-to-face classes, the 18 kindergartens of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have always
expected that children can play and explore on their own under a less standardised and highly autonomous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Joint School Peer Review and Feedback" activity has been held to enable each school to carry out relevant
activities of "Free play".
This activity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on the 15th and 29th April, 2021. Under the guidance of Dr Lam Pui Ching, Jessie
from 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 all the teachers have benefited a lot on knowing how to observe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playing free games and how to design games. The feedback regarding the cre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was deeply
appreciated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e pl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自由遊戲」鼓勵孩子在幼兒階段，於少規範、高自主的環境學習，讓他們進行遊戲及探索。雖沒有預設的學習目標，但幼兒
卻在「自由遊戲」中獲得不一樣的學習效果。因此，復課至今，東華三院18間分校亦一直期望幼兒能在少規範、高自主的環境
下，自行進行遊戲及探索，故以「聯校同儕觀課」活動讓各校間能進行有關「自由遊戲」的交流。
於4月15日及4月29日兩天的「聯校同儕觀課」活動已順利舉行，有幸得到由教育大學林沛晴博士為老師進行指導，以觀察幼
兒進行自由遊戲的情況、老師如何設計自由遊戲、環境的創設等方面並進行回饋。老師於活動中獲益良多，更了解自由遊戲對
幼兒發展的幫助。

First Attempt

第一次

Second Attempt

All the teachers did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for the free play
大家一起探討和反思幼兒進行自由遊戲的情況

第二次

Dr Lam carried out free play with the children
林博士與幼兒一起進行自由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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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nd teachers were doing reflection and sharing after the free play
幼兒與老師一起為剛完成的自由遊戲進行討論和分享

serving children
Teachers were ob
play
carrying out free
遊戲的情況
由
自
行
進
大家觀察著幼兒

Parent’s Voices

K3A畢業家長心聲

王昊一家長

時日太快，昊一已從懵懂的嬰
孩成長為一個漸漸成熟的小朋友。
這是一個最特別的幼稚園生
涯，經歷了停課、網上授課。感謝
老師依然用專業的態度處理小朋友
各方面的問題，有賴各位老師的耐
心及愛心，小朋友才能在這三年裏
開心、健康成長。
衷心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希望更多學子能體驗到
貴校的有愛教育。

古卓翹入讀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是一
件開心的事情。在這幾年裹，他學會了很多東西，
也經歷了很多第一次。他每日放學回來，都告訴我
在學校裏的事情，例如生日會收到好多糖果。但是
疫情發生之後，上堂機會少了，在家中時間多了，
沒有老師的教導下，他變成一個不守規矩的小孩，他亦常常問我甚麼時候
才可以上學和見到老師。現在終於可以回校上課，他覺得很開心。希望在
餘下幾個月，他能夠重拾心情地聆聽老師的教導，因為很快又畢業和離開
這間幼稚園。我和卓翹都很感激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的照顧我小兒，
希望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地生活。謝謝！

古卓豐家長

小朋友好與壞在乎在甚麼地方成長，卓豐
能夠在一間很有愛心的幼稚園讀書是一件很好
的開始，全賴每一位老師悉心栽培小兒長大，
所以好感激每一位老師耐心地教導他。雖然在
疫情之下，不能回校上課，但是學校都能提供
視像給他上堂，使他都可以延續學習機會，不
會浪費時間。與此同時，他在家中時間多了，
玩的時間亦多了，所以開始忘記應有的禮貌，
而且出現過度依賴的性格，亦變成一個野孩子。希望未來幾個月，
他能夠重拾之前上學的態度，認真去聽老師的教導，因為幾個月之
後，他要離開幼稚園升上小學一年班。最後祝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
幼稚園全體職員身體健康！

伍清妍家長

一轉眼，清妍已經從初初踏入校門的
懵懂小妹妹，成長為即將開啟小學生活的
大姐姐。這三年裏，在老師們精心的陪伴
和教導下，她已經從最初的膽怯、害羞，
轉變到現在的自信、大方。學校不僅為她
開啟了知識的大門，也帶她揚起了友誼的
風帆。在這裏，她學會了有趣的知識，結
交了窩心的朋友，收穫了暖心的關懷。即將離開這個溫暖的大
家庭，去往她人生的下一站，除了依依不捨，更多的是滿心的
感激。相信這快樂而充實的三年，會成為她人生中永遠值得回
憶的一段時光。感謝三年來辛勤付出的黃校長和各位老師！感
謝你們！

余躍羚家長

轉眼間，三年了，孩子由咿呀學語、任性到現
在乖巧懂事、守規矩，感謝學校的栽培！感謝校長
的帶領令學校的運作有條不紊。學校校風良好，開
始注重品德教育，讓學生自小有一個正確的價值
觀，一生受用！
感謝曾主任，很有愛心，對孩子和家長和家長
的問題都盡心盡力的解決！
感謝K1老師—周老師和潘老師，對於BB階段的孩子最難教，是你們讓
孩子愉快地過度，有個難忘的回憶！感謝K2班主任，羚羚寫字感到困難，是
你們孜孜不倦的教導！
感謝K3鄭老師和翁老師，復課以來，羚羚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謝謝嬸
嬸對羚羚的照顧！

林淽欣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在三年
幼稚園看到淽欣漸漸地成
長，學會做人處事方面；又
勇於嘗試新的事物，也學識
關心別人及懂事，令我感到
萬分欣慰。好感謝黃校長、
曾主任、各位老師、嬸嬸在
這三年裏的用心教導和照
顧，是你們用真心、細心、
耐心，讓淽欣在校園愉快的環境下成長。辛苦你們了！在此
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古卓翹家長

阮蔚晴家長

大家好！我是晴晴
的媽媽，各位老師，員
工感謝你們辛勤的工
作，你們對幼兒教育的
熱愛、投入，你們給所
有孩子帶來了一段豐富
多彩、健康快樂的幼稚
園生活。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孩子們在幼稚園已度
過了精彩的三年時間。這三年來，老師們像媽媽一
樣愛護孩子，照顧孩子一天天長大，教孩子自己吃
飯，陪護孩子休息，拉著孩子的小手做遊戲。在這
裏，真誠地說一聲：「謝謝，老師你們辛苦了！」

林嘉億家長

各位校長、主任、老師、姐姐，你們好！
孩子開學已有兩個多月了，我們發現孩子在各
個方面都比上學期有了進步和變化，作為家長
感到由衷的高興，在此感謝校長、主任、老
師、姐姐們對孩子的愛心、關懷，辛勤的教育
和幫助！孩子在公平、安全的環境中健康快樂
的成長，讓老師也在一天一天的辛苦付出。時
間過得真快，一晃孩子在咱們學校度過了一年的時光，家長很欣喜地
看到孩子這一年的收穫，個子長高了，會讀書寫字了，會計算了，有
禮節禮貌了，懂得感恩了，這一切都與校長領導還有班上老師們的努
力分不開的。感謝各位老師對K3A林嘉億小朋友的付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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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晴晞家長

給我最愛的校長、主任、各位老師：
很感恩晴晞能入到廖恩德紀念幼稚園，
還記得第一天牽著她的小手上學，轉眼已是
第三個年頭，晴晞很喜歡學校、很愛老師。
在老師的悉心教導下，晴晞學到各式各樣的
知識，學會服從和自律。這些美好的幼稚園
時光將要結束，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
及姐姐的照顧和教導，讓晴晞度過了愉快充實的幼稚園，願各畢業同
學不忘老師的教誨。最後祝願各位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感謝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全體老師。

張瑜函家長

學校環境很
好，老師很有愛
心，主任很好有
責任心，校長很
棒又有能力，總
體是很好的，小
朋友學習很有興趣、很喜歡去上
學，多謝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
主任的耐心幫助，校長的管理方
案都很棒，很開心的幼兒生活。

一轉眼已經
K3了，快將離開
幼稚園，三年時
間裏，每天都愉
快地上學，學習
到很多知識，每
次下課都和家人分享在校園的趣事，感謝
黃校長和各位主任老師的辛勞和關懷，建
立一個溫暖和有愛心的校園，給詩雅一個
美好的回憶！

許淳熙家長

回顧這三年，淳熙很幸運
能夠入讀廖恩德這個大家庭，
記得他由第一天上學直到現在
的心情都保持著開開心心，快
快樂樂的。看著他由K1至K3
得到老師們悉心教導及努力栽培下，完完全全
融入了校園的生活，每天放學都與家人分享校
園點滴。淳熙能在這三年的校園生活可以健康
愉快地成長，有賴黃校長、主任及老師們悉心
照料與指導，衷心地感謝您們！

陳俊希家長

時間飛逝，轉眼你就要幼
稚園畢業了！三年前第一次送
你進學校的情境仍歷歷在目。
從抗拒上學到慢慢適應學校生
活，這都得感謝校長、主任、
老師及嬸嬸。
由於前所未有的疫情，令你的幼稚園生活也變
得不一樣了。雖然如此，但我們也積極正面地面對
生活。很快你將完成幼稚園生活了，希望你健康、
快樂地踏入小學生活，開展你人生的下一階段！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很快便三年了，即將畢業。回憶起剛剛上學的時
候，我兒子的膽子還是很小，而且害羞及坐不定。現在看到他慢慢的、不斷
的進步，與同學們一起玩耍，且每日說很喜愛及很開心的上學！
感恩可以入到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有
K3A翁如婷老師和之前教我兒子的K2B周凱瑤老師的
專業教導！悉心照顧！令到我們做家長非常放心，小
朋友也超級開心。
非常感謝：美貌與智慧並重黃珮珊校長、曾小梅
主任、翁如婷老師、周凱瑤老師和每一位老師！無限
感恩！

楊睿釗家長

甄浩鈞家長

時間飛逝，轉眼間睿釗就
要從幼稚園畢業了，同時將要
迎來小學的新生活。
回望過去的三年，和他自
己對比，進步是明顯的，現在
的他認識了不少的字詞，會讀
書計算，會唱歌跳舞等等。這
些都離不開老師們的耐心和辛
勤的教導，作為家長我們真的衷心感激。
雖然中途因為疫情的原因未能回幼稚園上課，
只能在網絡進行課程，但無論甚麼也好，對睿釗來
說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復課後，睿釗更在每天回
家後和我們分享當天與其他小朋友之間的趣事、和
老師們之間的交流。
現在，睿釗將要離開幼稚園了，但相信幼稚園
的生活會永遠留在他的心中，在這裏再一次感謝校
長、主任、老師們及嬸嬸的教導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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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長、老師、主任、嬸嬸：
非常感謝三年來你們對芯玥的教
導、關心、愛護，讓她從ＢＢ女變成
現在的大姐姐。作為家長，我們非常
滿意學校的各項教育，非常感謝老師
的辛勤付出，孩子能遇到這麼好的老
師、在這麼好的環境裏學習，我們家
長也很放心、滿意。希望孩子以後會越來越好，謝謝老師、
校長！你們辛苦了。

梁詩雅家長

陳文廷家長

洪芯玥家長

尊敬的東華三院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我是K3A班甄浩鈞Owen家長，記得剛入學校時候，
Owen對學校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卻從第一日上學開始，
真心的喜歡上了這個學校，這離不開老師們的付出，使
他由一個插班生可以完完全全適應於新學校的生活。
兩年來，Owen的進步很大：學習上，可以完成學
校每日的學習任務，以及準確描述學校課堂所學習的內
容；生活上，基本能夠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理能
力有突飛猛進的提高；語言上，廣東話得到很大空間的進步，英文也在努力
學習中。
雖然由於新冠疫情，我們的學習經常斷斷續續；但東華三院老師們認
真負責的教學態度，使我們對學習的熱忱不減半分，開授網上學堂，經常
電話家訪，關心學童近期狀況，跟進學習進度，這使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
感動……
時間好快，轉眼到畢業時分，由2018年認識大家，衷心的感謝老師對他
的培養、多謝同學以及同學家長對Owen的關愛，未來不管身在何處，東華三
院的度過的時光終身難忘，感恩每一位曾經親密無間的你們。

蔡墡伊家長

致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全體老師：
一路花香，您們就是我人生道路中的一陣花香，看起來雖小，卻在我心中留下了前進的動力，如果沒有您
們這陣花香，也許，我就會停止前進，永遠留在這段路上了。所以，最後，我們祝您們﹕一路花香！
是的，就是我敬愛的老師。感謝您們陪我們度過了美好的幼稚園時光，現在，我們將要畢業了，與您們在
一起的點點滴滴，都凝聚了我的心願。老師，假如我能搏擊藍天，那是您給了我騰飛的翅膀；假如我是擊浪的
勇士，那是您給了我弄潮的力量！敬愛的老師，您從未在別人面前炫耀過，但那盛開的桃李，就是對您最高的
評價！將來，無論我成為參天大樹，還是低矮的灌木，我都將以生命的翠綠向您祝福，我的老師！畢業之際，
祝我親愛的老師，身體健康！永遠快樂！
老師，您辛苦了！您讓我知道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

霍芊攸家長

許兆權家長

致黃校長、各主任及老師
首先感謝大家對我小女K3A芊芊的三年來教導及照
顧。芊芊從學校精心安排的課程、循序漸進的練習中，
由一個害羞不懂事的小豆芽成長到能自己處理功課、有
基本禮貌及會協助做家務的小女孩。而且學校亦特別照
顧我們雙職家長，老師耐心的協助及提示，以致我們不
會錯失小朋友成長的珍貴每一刻，與他們一起成長。每
次的成果展更是師生互動的最好時光。
最後，祝願師生、家長身體健康，希望廖恩德能繼續為社會培育善良有
愛心的小種子。

謝立渝家長

三年的幼稚園生活要完結
了，在此時特別感謝黃校長、曾
主任、陳主任和各位老師的教
導，嬸嬸們的照顧。立渝從一個
懵懂愛笑的小孩慢慢變成愛分享
愛探索的小男孩。在學習雖然他
遇到不少的困難，但十分感謝得到每位老師的鼓勵
和教導，慢慢地進步了，感謝各位用心的付出和堅
持。希望疫情盡快消失，讓我們一起展笑容。

羅芷欣家長

光陰似箭，轉眼間小兒的幼
稚園生活快將結束，小兒是高班
轉學進來的，看他很快適應新學
校，也很願意回來與我們分享學
校的所見所聞。衷心感謝黃校
長、主任和老師耐心教導，陪伴
一起，悉心指導和照顧。在學習
上不但得到了知識，還學懂良好
的品德。很感謝您們對小兒的悉
心教導和關愛。

鄺芷晴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三年便過去，芷晴很快便迎來
她人生裏第一個畢業禮，跟著升上小一，踏進她學習的另
一個階段。在芷晴剛進入幼稚園上課的時候，其實心裏也
有點擔心她與同學之間怎樣相處。但在這三年間，看到她
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與同學們分享，而在各個科目裏也
在一天一天在進步。尤其發現到她繪畫方面的天份，看到
她很喜歡校園的生活，讓我們一家人也感到很高興。
最後，很感謝黃校長，各位老師在這三年間對芷晴的
愛護與教導，給了她人生裏一個美好的回憶。

看回去，這三年過得很快，很可惜有新冠
病毒疫情令小孩子沒有完全享受這人生最開心
的三年學習。孩子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雖然
作為一間非牟利學校，但廖恩德幼稚園的教學
沒有比私人幼稚園差。就以Zoom為例，因為
疫情很多學校都以Zoom來作視像教學，在公司和同事交流後原來廖恩德相
對我三個同事小孩的私人幼稚園好很多。另外當然要多謝校長和各位教導
員、嬸嬸，看看你們親切的態度，令到小孩都熱衷上學，非筆墨能形容。

譚霈揚家長

光陰似箭，想不到揚揚即將要
在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畢
業，「師恩如山」，揚揚的進步都
源於校長、主任和老師的細心栽
培，我們千恩萬謝。
追溯這三年內的點點滴滴，我
們見證著揚揚的成長，他由一個懵懂無知的小朋友變
成一個小大人，我們深感欣慰。

嚴浩文家長

感謝各位老師及校長這三年來對浩文的悉心栽培、教導和照顧，令他能擁有一個
開心難忘的校園生活。雖然他上課時不太專心，但現在漸漸學會與人相處，待人接物
以及日常知識，看見他心智上的成長，令我回想起第一天上學時候，由一個甚麼都不
懂、害羞、哭鬧的小朋友，到現在能看懂很多生字
及書寫詞語日記，學會一些基本加減算數，對每樣
事也很感興趣，會用心研究等。實在不得不由心感
激全校上下對小兒的關愛。在此特別感謝K3A翁老
師及鄭老師對浩文的支持和鼓勵，令他獲益良多。
希望貴校持續堅守這份辦學精神，作育英才。

蘇晃淳家長

感恩小孩
入到東華三院
廖恩德紀念幼
稚園，得到各
位老師用心教
導。在這三年裏由一個每天哭著返學，到
現在很喜歡上學。在這一年裏因疫情影
響，在校園生活減少了，很快就畢業了，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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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銘希家長

顧學賢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
銘希將要畢業了。
黃校長、曾主任、全體
老師和嬸嬸好感謝你們對我
孩子的教導和照顧，令我孩
子從一概不曉的紙，慢慢從學習中逐漸成長，吸收不同
知識，變成一張彩色的圖畫，多謝你們辛苦了。

大家好！我是K3A顧學賢媽媽，好高興加入廖
恩德紀念幼稚園大家庭。我兒子是K2的插班生，
好開心很快適應新校園生活。老師、校長、主任和
姐姐太有愛，令我兒子常常掛念著上學和校園的點
滴。轉眼間很快就畢業了，感謝老師和學校付出無
限的時間及愛心，祝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另外，
祝各位畢業生入讀一所理想小學。

Parent’s Voices

K3B畢業家長心聲
John Nathaniel Granado’s Parent
"Congratulations Nathan for your
upcoming graduation. As your parents,
we are so proud of you. You had
surpassed 2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your Kindergarten life as a student.
Firstly, the language difference and second, the Covid19 problem
that you have to study at home.

方靖雅家長

過去的三年時光，全賴
學校的活動教學，讓靖雅學
會了書本上的知識，並培養
了她的言行品德。她與同學
相處融洽，認識了很多好朋
友。感謝黃校長、曾主任、
陳主任及各位老師的教導，
令她從一顆小種子，慢慢地發芽生長，成為一棵小
樹苗。

There are numerous times and occasions that we have seen you
are up to these challenges. And that you have learned a lot as a
person and as a student.
But none of these will be possible if not with the help, continuous
and untiring support of your teachers and all staffs of TWGHs.
And to them, we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

小朋友最快樂、興奮、也是依依不捨的日子，孩子們
即將結束幼稚園的生活，要成為一名光榮的小學生了。三
年前孩子哭著離開爸爸和媽媽，走向老師的懷抱，老師教
會了獨立、堅強，從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孩子變成了聰明、
勤奮，並有很多本領的小能手，跟著同學的交流，讓孩子
學會了尊重、謙讓、分享和友愛，孩子們可以驕傲地離開
幼稚園了。
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及嬸嬸，一直以來的幫助和教
導，讓這個美好的時刻一直留在我們心中。

李芊滺家長

回想三年前，發覺時光飛逝。轉眼間即將踏入
新階段。這三年間，本人最高興的並不是單純知識
上的增長，而是 貴校讓子女有一個愉快的童年生
活。以上全部皆是校長、主任、老師們的功勞。
此外，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如此話當真，那麼子女
將來人緣理應廣博。因為蔽子女經常將個別同學姓
名掛在口邊，說道喜歡與誰玩耍，表現雀躍！
最後，本人特別在此向曾主任及任職K2的葉老
師致謝，感謝您們對教育的熱誠！

林家傑家長

三年的時間轉眼即逝，家傑在幼稚園渡過了美好且
愉快的時光。2020年的開頭至今年，由於疫情變得特
殊，小朋友由學校上課，轉至網上學習。感謝校長、主
任和各位老師的幫助與努力，讓孩子們在每個時期都能
快樂的學習與成長。家傑也由一個安靜的小男孩，慢慢
成長成一個喜歡分享和開朗的小哥哥。同時，非常感謝
兩位班主任的耐心教導與用心聆聽，由於您們的付出讓
家傑變得更好。謝謝！
最後祝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越辦越好！各位老師，各位嬸嬸身體
健康，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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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江文家長

李芷妤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
間芷妤便要升小一了，由
初時牙牙學語，到現在伶
牙俐齒；由初時的內斂害
羞，到現在勇於表，這都證明她真的成長了。感激老
師的耐心教導，讓芷妤學會遵守規矩和感恩。
我衷心多謝黃校長、曾主任、陳主任，及每一位
老師和嬸嬸對學生的愛與關懷，能讓學生們在愛與快
樂中成長。

林瑞祈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3年
幼稚園的生涯要完結了。
在此衷心多謝黃校長，曾
主任與老師們的悉心教
導，我深深感受到老師們無私的愛與付出，令我見到
瑞祈在這3年時間不停地改變與進步，由當初上學會
哭，到現在會高興地拖著弟弟的手一起上學。雖然疫
情令我們變得有點疏遠，但也因此令我們更珍惜與老
師、同學們相處的日子。雖然真的很捨不得！但希望
瑞祈在新的轉捩點能繼續快樂學習與成長。

袁子朗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飛逝，轉眼間，小兒子朗已在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渡過了他人生最珍貴
的學習生活。這些時間不單帶給他知識，而且讓他在愛中成長，快要離開，真的有無限的不捨！
感謝神的安排，我們找到了一間非常合適子朗就讀的幼稚園，在這裏子朗獲得人生最珍貴和快樂的幼
兒階段。誠然子朗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真的衷心感謝黃校長、各位班主任老師、校務姐姐，謝謝你們
悉心的教導、耐心的包容和愛心的照顧，讓子朗由一個甚麼也不懂的小伙子，慢慢在開心愉快的學習環境
中成長，現在變成一個懂得與人分享、尊重他人、關愛別人的小孩子；他每天都與家人分享上課的情況，
老師多麼的愛護學生和教導他們，他又會和家人分享與同學的相處點滴，當中充滿喜樂，他快要畢業，相
信他在這兒的生活點滴將成為我們一家美好的回憶。
祝願貴校師生們身心康泰。

袁樂盈家長

張志遠家長

時光飛逝，三年的幼稚園生活接
近尾聲了，真是十分不捨得。因疫情
的關係，能回校上課的日子少了一
半。但我仍然感受到東華三院廖恩德
幼稚園無論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
們的用心照顧和教導，是一間充滿愛
的學校。本人真的十分欣賞和感謝，
希望能一直延續下去。

轉眼間，志遠快將畢業了，好感恩志
遠可以在充滿愛意的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
幼稚園裏開心地渡過了3年的精彩生活。
我們一家人衷心感謝老師們用心的教導及
悉心的照顧，感謝工友們無微不至的照
料。這幾年，在老師們的熱誠和堅持下，
志遠不但得到了知識，還學會了良好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歡
樂。最後，我衷心感謝幼稚園裏的每一個人。

陳茵宜家長

三年時間轉眼飛逝，想起三年前我帶
茵宜面試了四間學校。最後我選擇東華三
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因面試時老師們的
愛心感動了我，入學後看到茵宜一年年的
變化，開心和進步，覺得自己沒有選擇
錯，這三年來茵宜的進步離不開校長、主
任、和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多謝你地的辛勤付出，辛苦你們了。同
時多謝社工羅姑娘，因為茵宜是我第一個小孩很多方面我不太懂，
當我遇到不懂的事，羅姑娘總是能給一些好的建議給我，謝謝你！
多謝姐姐們這三年來對茵宜生活上的照顧，辛苦你們了。多謝財務
黃小姐。

陳樂謙家長

轉眼間，樂謙即將告別幼稚園生
活。回想起他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幼兒
轉變成現在懂事乖巧的小朋友，作為
家長覺得安慰和感恩。黃校長凡事親
力親為，每天風雨不改地掛著溫暖的
笑容，在校門迎接每位小朋友，令我
心感佩服。另外多謝主任和每一位老
師耐心教導，還有嬸嬸們的悉心照顧，令樂謙有一個愉
快的學習環境及快樂的成長經歷。

陳嘉穎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主任、各位嬸
嬸，感謝您們在這三年來對我家嘉穎
的照顧。三年眨眼就過了，在您們細
心的照顧和悉心的教育下，他已經
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由入學時的
懵懵懂懂到現在茁壯成長，懂得分享
變得開朗又活潑，這一點我們都能體
會到。即將畢業了，回想當初把孩子
帶到幼稚園，心有忐忑、有憂慮、亦有期待。現在看到走過
了三年的他，有幸在這三年有您們與他一同渡過，您們的耐
性、愛心對他都很重要，真的很感謝您們。

寶貝天天：
你人生第一個畢業要來了，看到你不斷努力和
成長，媽媽實在有點不捨。時日太快了，無知的小
孩一晚長大，幼稚園生涯要結束了，將要升上小
學，又另一階段了，媽媽希望你依然是一個活潑樂
天的小朋友，愉快學習。同時亦感謝老師們對天天
的悉心照顧及教導，特別鳴謝潘老師，看到你無論
課堂同跳舞、成果展，你都特別上心的去教，多謝
你的用心。

黃樂天家長

曾以喬、曾羽希家長

轉眼間，以喬、羽希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在疫情下快將完結，真的不捨她們的校園生活這麼短暫。由開學到停學
再復課，過程中辛苦了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及家長們，回想起，以喬、羽希剛踏入校園的畫面，真的記憶猶新。
以喬很內斂、羽希則是一個內向慢熱的小女生，她們都不太懂得與別人溝通相處，有幸老師們悉心教導及鼓勵，令
她們愛上校園生活，學懂不同的知識、與別人分享、勇於表達自己及關愛同學和老師，看到她們各方面都有不同的
進步和轉變，真的很感激老師們對她們的關愛、付出和教導，令身為父母的我們感到很欣慰。今年迎接小一新生
活，將面對不同的挑戰，希望每當遇到困難，都會讓她們回想起幼稚園的生活，各老師的鼓勵和教導，令她們可以
有勇氣面對不同的挑戰。最後，祝願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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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瀚謙家長

廖洛儀家長

還記得瀚謙第一天上學的情形，除了不願分離之外還會不
由自主地從課室跑到外面去，從椅子坐到桌子上面，而現在是
一個可以自己起床主動去上學，主動完成功課的大哥哥。這三
年的成長，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陪伴和教導！很感恩我的孩子
能在東華三院廖恩德幼稚園渡過快樂的三年，感謝學校的各位
老師、主任還有工友嬸嬸，感謝每天早上黃校長的一句早安！

衷心感謝黃校長、曾主任、
陳主任、所有老師們的悉心教導
和職工們的照顧。因為您們辛勤
的付出，令小朋友茁壯成長，是
您們開啟了小朋友知識之門，讓
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劉韻婷家長

三年時間轉眼即逝，她即將邁出人生的第一個舞
台，回首剛進K1時吃飯入廁這些基本自理能力全部都
是靠老師和嬸嬸們的幫助才能夠完成，K2、K3期間又
遇到百年不遇的大疫情，停課不停學，網課期間校長帶
領著幼稚園的全體老師們給孩子們創造一個安全有趣的
教學環境。
感謝校長，感謝主任，感謝老師們的細心教導，令
到婷婷由一個腼腆的愛哭不愛說話的小孩子成長為一個有自信有主見
的小朋友，相信未來的時間裏一切都會越來越好！

鄧斐家長

鄧斐要畢業了！他非常喜歡
上學、喜歡學校的生活；也非常
喜歡這裡的校長、主任、老師和
嬸嬸！謝謝你們的循循善誘、充
滿愛的教導讓他學懂很多知識，
也教導他成為一個正向、樂觀的孩子！在學習的起跑線上給
予他正確的價值觀，為未來打好了基礎！
再次衷心的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各位嬸嬸悉心
的照顧！祝您們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魏珈蕊家長

在這三年當中，多謝每位教導過、愛錫
過珈蕊的老師，非常感謝每位。
在這間非常有愛的學校中度過了三年，
由一個本身比較不主動找人說話的小女孩，
轉變成一個喜歡和人分享自己有趣事情的女
孩子；由一個懶惰小豬變成現在很願意做家
課的小女孩，感恩每位老師付出的努力。

歐陽嘉禧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嘉禧在幼稚
園開心愉快地度過這精彩的三年。
非常感謝黃校長、主任們和一
班充滿愛心和活力的老師們對嘉禧
愛護、悉心教導和栽培。還有姐姐們的用心照料，亦感謝老
師們給予機會，讓她參與不同的比賽及活動表演，令她能在
充滿愛的環境中健康快樂成長、學習，讓她有個多姿多采的
校園生活。即將踏入小學階段，希望嘉禧也能開心快樂學
習。感恩嘉禧能夠遇上你們！

盧子健家長

子健快要畢業了，在疫情下渡過了三年不
一樣的幼稚園生活。未能上學的日子，很掛念
老師和同學，渴望可以回校上學，現在也更珍
惜能回校上學的日子。
在學校裏認識了很多朋友，特別是全日班
的朋友們，一同學習，放學後一同到校園門外
或公園玩耍。
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及姐姐的教導及照顧，令子健度過
了三年愉快的幼稚園生活，成長不少。

楊炎杰家長

時間不留人，稍縱即逝，不知不覺炎杰在
廖恩德紀念幼稚園都過了三個寒暑。貴校的師
資設施都能夠配合到學生的需要，老師亦非常
有愛心。雖然在新冠型肺炎的影響下學生上實
體課的時間減少，但是老師都盡他們的能力教
導學生。十分感謝他們對學生的付出及愛心，
祝各位老師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前程似錦，一
帆風順，無盡感恩！

關晞娜家長

幼稚園的三年時間過得真的很快，K1第一天開學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轉眼間由害羞膽小的小妹妹變成勇敢好動
的小姐姐。小人兒每天放學後都很開心地跟我分享上課期間的趣事和學到的事物，不止是孩子在學校的校園生活裏過
得充實愉快，作為家長的自己也在這幾年時間裏跟孩子一起成長學習了很多。
雖然這年多遇上疫情不能如常上學，過著不一樣的幼稚園生活，大家更珍惜能夠回校上課的日子。
在口罩下的日子裏，校長、主任、老師和嬸嬸們仍然表現得很熱情和親切，不論是網上課或實體課都感受到大家
為孩子們的用心。能夠在廖恩德度過三年愉快的校園生活，相信是孩子在成長路上的一個好開始和美好的回憶！

龐詠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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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快結束了。詠芝即將畢業 ，同時也快升上小一了，有期待亦有不捨。
在此特別感謝黃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和嬸嬸對詠芝的照顧和栽培。回想詠芝剛上學的時候，她是個內向、
不太表達自己的孩子，隨著各位老師對她的關懷、包容、鼓勵和耐心的教導，曾主任也常常給予詠芝的愛心
擁抱。雖然疫情期間不能上學，但學校每天也安排學生上ZOOM ，停課不停學令學生可以繼續學習。三年的
校園生活裏，詠芝參加了許多不同的活動和比賽，令她變成一個快樂、有禮、主動、勇於表達自己的人。最
後特別感謝這三年裏B班的每位任教的老師、曾主任、陳主任、陳老師、Miss K.T、Miss Chung，謝謝你們。

Parent’s Voices

K3C畢業家長心聲
王靖愉家長

Roy Rajiv’s Parent
To all Teachers, Principal &
Supervisor,
1) My Son Roy Rajiv has
studied in TWGHs Liu Yan Tak
Memorial Kindergarten from
K1 to K3 and now he is graduating this year 2021. I observe
my son that he learns a lot and he loves all the teachers and
principal. He is happy and we are also happy.
2) We are proud parents and thankful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principal for their patience to sacrify for teaching our son to
love teachers, be kind and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to all
of you.

何寶寶家長

在過去短短三年時間裏，她像一棵小
樹苗，在校園裏擁抱著愛和智慧慢慢成
長。看著她由對甚麼都害怕到現在熱愛校
園，有自己的主見，有自己的朋友仔，有
了自己的小圈子，看到她的成長，不經意
間她就要經歷人生中的第一個畢業，成為
一個小學生，步入下一個路程。很感謝學
校每一位師長和嬸嬸的悉心照顧和教導！
願愛與妳們永遠一起！

李俊廷家長

時間過得真的快啊！俊廷在校園裏成
長了很多，回想他在K1上學期時，害羞、
不主動，也不想回校上課。但在老師指導
下，他很快適應了，也很好學和認真，老
師也給了他的榮譽「模範生」呢！感謝東
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校長、主任和各
位老師、姐姐的努力帶領下，我們的幼孩
愛上課去。

致尊敬的黃校長、曾主任、陳主任、各位老師
和嬸嬸：
霎眼間，疫情中的三年幼稚園時間快過
了，靖愉人生首個畢業也將來臨。雖然因疫情
的緣故在學校學習的時間較少，但透過校方多
方位的悉心教導下，靖愉漸漸成為一個彬彬有
禮、活潑開朗的女孩子，每當上學都帶著期待
又愉快的心情；放學亦會和我們分享學校點滴，她能在一個充滿快樂
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作為家長十分安慰。
時光似箭，靖愉即將步入另一個學習階段，作為家長的我，感到
十分榮幸小女能成為 貴校的學生，並希望她能銘記 貴校的教學理
念，他日成材，服務社會。
最後我謹代表靖愉，衷心感謝黃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和各位嬸
嬸這三年間的教導和愛護，令到靖愉在人生的第一階段校園生活充滿
愛、快樂和歡笑，我在此衷心多謝各位！

史軍浪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三年過去，首先多謝黃校
長、陳主任及一眾老師和嬸嬸三年來悉心照顧
和教導軍浪，深表謝意，這三年校園生活軍浪
學會了關懷和分享，更學了品德和禮貌的重要
性。各位老師辛苦了。
祝願你們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杜恩瑤家長

小女在貴校學習的三年期間，獲益良
多。在此感謝黃珮珊校長，最後在校長的管
理下，小女的校園生活十分多姿多彩。
同時亦感謝班主任陳老師和何老師無微
不至的照顧，相信小女在 貴校所學的，所
得的定能使其在未來成長上有所裨益。
衷心感謝 貴校一眾老師與嬸嬸在三年
內對小女的照顧。

林均羲家長

親愛的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全體人員你們好：
我的小暖男均羲，即將畢業了！回憶剛入學時，從依賴、內向、膽小的性格，到現時的小男子氣概，變化實在
很大。這一切都要感謝黃校長、曾主任、各位老師的愛和教導。特別要感謝黃校長、曾主任對均羲的幫助和有耐心
包容、盡心盡力的培訓和教導。也要多謝葉老師、林老師、周老師、陳老師、何老師對均羲的愛和教導，能在校內
獲益良多，很幸運能在充滿愛的校園裏快樂成長和學習。再過數月就踏入小學階段，期望均羲繼續快樂成長，樂於
新的校園生活。很感恩、很感恩、衷心的謝謝！亦祝願黃校長、曾主任、各位老師、嬸嬸，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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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鎧渟家長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鎧渟的幼稚園生活，一瞬間快要畫上句號，非常不捨。畢業禮前，這兩年確實是艱
辛，再爆發新冠肺炎的影響下，令小朋友失去上學面授的機會，極遺憾，但在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黃
校長、曾主任和多位老師努力帶領下，仍能與學校同行，是小朋友的福氣，在喜樂、艱苦、困難裏都得到你們
無私的眷顧。黃校長、曾主任及多位老師的耐心教導、愛護和協助每一位小朋友開心、健康地玩遊戲和上課學
習等，我作為家長，深深感受到校長和主任及老師非常關心每一位小朋友，本人鎧渟嫲嫲和爺爺非常感謝黃校
長、曾主任、陳Sir和多位老師，尤其是鎧渟班主任周老師、葉老師、陳老師和何老師的循循善誘教導和非常關
心每位小朋友的健康和學習，我相信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黃校長和各位老師會將這份愛延續給每一為小
朋友，幫助他們成長，繼續去學習和不斷進步，一起加油，衷心祝福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黃校長、曾主
任、陳Sir和各位老師、姐姐和每位小朋友身體健康！平安開心！

林詩穎家長

眨眼詩穎就快畢業
了，好難忘好不捨得，詩
穎在學校裏讀得很開心和
同學仔一齊玩耍，在學校
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很多
元化的學習，讓詩穎學習
很大的進步，感謝校長、主任和各位老師有一棵熱愛的心
對每一位學生悉心教導，無微不至的付出，謝謝。

「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
告別校園，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臉，粉筆似的
消失不再遇見。這校園，這班房、這走廊、這禮
堂，告別時，是我心的家鄉。」大家好，一起畢
業，就想起這歌。我是K3C梁鈞皓家長，很感謝
這三年教導鈞皓的校長、主任、老師及嬸嬸的照
顧。也多謝這三年一起成長的同學，祝大家身體
健康、生活愉快、事事順意。

陳芯語家長

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K3C：
不知不覺間，芯語已經在東華三
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學習了三年，轉
眼就要畢業了。
在老師們悉心的教導下，由甚麼
都不懂，每天哭著不願上學又膽小的
女孩，到後來慢慢喜歡上學，積極面
對，樂意分享，懂得表達，過程中學到了很多知識有了很大的進步！
感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和姐姐們的悉心教導和照顧。感謝芯
語能和同學們一起成長。
最後感謝東華三院廖恩德紀念幼稚園陪伴芯語過了三年開心的學
習時光！

黃裕駿家長

敬啟者：
我是黃裕駿母親，周世蓉。在這三
年來就讀本校幼稚園，值得我感謝、
多謝本校校長和班主任等全部老師、主
任、嬸嬸照顧和愛護，我非常謝意，真
心教導令我感動難忘，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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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鈞皓家長

陳熙婕家長

不知不覺時間匆匆流
逝，一轉眼，我的寶貝就要
從幼稚園畢業了。回首過去
三年的時光，快樂而美好。
在幼稚園，熙婕不僅學
到了豐富的知識，還學會了
感恩、忍讓、分享以及勇於承擔！這一切都離不開校長、主
任和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育和指導。沒有你們的辛勤付出就
沒有孩子們快樂的成長。在這裡衷心地感謝你們一直以來對
孩子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
在即將到來的嶄新的小學生活，希望熙婕也能繼續像在
幼稚園一樣快樂積極富有愛心地成長！

區芷悠家長

致校長、主任、老師及嬸嬸：
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在疫
情期間安排網課或實體課辛勞教
導芷悠，及感謝嬸嬸們復課時候
加密清潔課室的工作量。

熊一林家長

第一次帶著一仔踏入校園進行面試的影像仍歷歷在目。曾主任當日的建議仍言猶在耳。轉眼間，一仔已經快
要畢業了！
學校由教學以致行政實務安排都非常細心，從校園每項細節安排，主任及老師們對小朋友之關顧及教導方
法，都感受到黃校長對幼兒工作的理念言行合一地推行。
回想，由K1學習適應校園生活到K3較獨立勇於挑戰，在這三年間，一仔每日都懷著期待及開心之心情上
學。看著一仔能夠在愉快的校園氣氛下學習、成長，作為家長，我實在感到放心及欣慰！一仔在校這三年間所收
集到的快樂回憶，將會成為他日後成長的養分，相信會令他更有信心面對小學生涯。
衷心感謝黃校長對教育的熱誠與堅定、感謝曾主任及幾位班主任：潘老師、周老師、葉老師、陳老師、何老
師，你們都按一仔的個性特質給予機會讓他發揮得更好！同時亦得感謝其他教職員們曾為一仔作出的種種協助！
祝願大家平安喜樂，繼續培育更多享受學習的開心果！

蔡銘澧家長

感謝校長、各位主任、老師及姐姐三年來
的教導、愛護和照顧，讓銘澧能度過了一個既
愉快又充實的幼稚園生涯，從中快樂地成長。

鍾杰駿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小朋友很
快就幼稚園畢業了！既緊張又
開心！
這三年的學習裏進步很快，
自己的自理能力、人際交往、語
言發展、身心發展都進步。我很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嬸
嬸們的悉心教導和照顧，十分感謝！十分開心！

蘇詩涵家長

我們非常感謝校長和老師
們的關愛，例如有一次上網
課，詩涵不開心，下課後班主
任特地致電安慰她。老師們的
教導使詩涵越來越乖巧懂事，學會主動關心同學和老師。
最近巴菲特對一位小孩說年輕時最好的投資就是投資自
己，誠望詩涵好好投資自己，繼續熱愛學習和運動，將自
己燦爛的一面，努力綻放，成為一顆璀璨的星星！爸爸媽
媽愛你！

李海君家長

您們好！
我女兒在學校讀
書好開心，多謝老
師，您們辛苦了。

戴姍姍家長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
灰淚始幹。老師，你辛苦了！
感謝您對孩子的培育和關懷！

鍾炫昱家長

不知不覺三年幼稚園時間就過去了，非常感謝
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同嬸嬸對炫昱的辛勤教導和
悉心照顧，讓仔仔從一個懵懂幼兒到現在的識事禮
貌的小朋友。而學校的寓教於樂可以讓仔仔度過了
一個開心快樂的幼稚園階段，快樂成長。
再次衷心感謝班主任的愛心和耐心，始終如一
用愛教育仔仔。

洪嘉欣家長

時間過得可真快，我們已經在東華三院廖恩德紀
念幼稚園度過快樂而美好的時光，還記得三年前我們
剛入園時很多小朋友拉著爸爸、媽媽的手又哭又喊很
不情願地跨入幼稚園的大門，是老師用自己無私的愛
照顧我們溫暖，讓我們慢慢喜歡上這個幼稚園，並深
深地愛上這個幼稚園，讓這個陌生又新奇的地方變成
我們一個歡快的大家庭。你看現在每天早上小朋友都
像小鳥一樣與地跑進幼稚園這種變化老師點點滴滴的成就。非常感謝老
師細心栽培。

莫駿然家長

很感恩兒子在廖恩德紀念幼稚園上學！
孩子很喜歡這裏的學校環境，喜歡這裏的老師
們、同學們，他每天都希望可以早早返到學校上
課。看到兒子一天天的進步，我衷心感謝校長、主
任、老師們、嬸嬸們這年來的悉心教導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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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Sharing
School’s Award
學校獎項

喜悅分享
Joyful@Healthy Workplace Programme
好心情@健康工作間

We ha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our teachers. We expect our teachers to
be in good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mental wellbeing so as to bring the best to our children. Therefore, we participated in the
Joyful@Healthy Workplace Programme organi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ouncil.
We are honour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gained the Grand Awar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Healthy Diet,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ies and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Promot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We will strive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cheerful school environment for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學校向來關注教師的身心發展，希望教師有好的體魄及心理素質來應付工作，從而將最好的教育帶給幼
兒。故此，本年度學校參加了由衞生署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的「好心情@健康工作間」計劃，並榮獲
「超卓機構大獎」、「健康飲食推廣優秀表現獎」、「體能活動推廣優秀表現獎」及「心理健康推廣優
秀表現獎」四個獎項。學校將會繼續努力，給教師及幼兒營造健康及愉快的學校環境。

Go Greengo-Outstanding Award
綠色機構「卓越級別」獎
Our Green Policy Group establishes different channels to collect parents’ opinion and suggestions towards our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so as to formulate and revise our green policies. They also set up the “Green Charter”
with our teachers, in which all of us have promised to cherish the resources of our precious earth. With the
prominent results of our waste less and low carbon living style, we are approved as an Excellent Level Green
Organisation. We hope our achievement can set up an example for our students and inspire the community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proactively.
學校的環保政策小組每年均通過不同的途徑收集家長的意見，制定及修訂我校的綠色政策，與老師共同訂立及簽
定《環保約章》，承諾愛護我們珍貴的地球資源。由於減廢低碳的成效顯著，本年度學校更獲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為卓越級別，希望我校的身體力行能成為學生環保的榜樣，鼓勵社區共同實踐綠色生活，為環保出一分力。

Greening School Subsidy Scheme 2020/21
「綠色工程計劃」
We are committed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chool greening. We wish for our children to learn
treasur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concepts at an early age. We are grateful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gained the Garden Plot (Kindergarten)【1st Runner Up】 and Green Concept Award
【Merit Award】in the “Greening School Subsidy Scheme 2020/21” organis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effort in maintaining the tidiness and vitality of our gardening
zone.
學校一向注重綠色教育，希望透過推行綠色教育及綠化學校環境，讓幼兒從小學懂珍惜地球資源，建立環保概
念。很高興學校的綠色教育理念再次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認同，在「綠色工程計劃」中榮獲園圃種植（幼
稚園組）【亞軍】及最具環保意念組【優異獎】，也謝謝各位家長同工的努力，令我們的親子園圃保持整潔及
充滿生命力。

Caring School Award
關愛校園
Our school is devoted to creating a caring and lov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children. We sow
the seeds of love in children’s heart, teach them to love, establish their values of love and care and
navigate them into a positive life journey. We are gla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won the Honour Award in the Caring School Award
Scheme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We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and spread the spirit of love to our children.
學校致力為幼兒營造關愛的學習環境，希望讓幼兒在「愛」的氛圍下學會愛，並建立關愛的品德，向正向的人生啟航。本年度學校再
次參與了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舉辦的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並榮獲關愛校園榮譽獎，我們定必繼續努力，秉承學校的關愛精神，把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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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給幼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