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班心聲 -梁校長
今年特別難忘，難忘只有短短的上學期、難忘下學期只一個月的實體學習、難忘什麼學習

活動只能在網上進行、難忘非一般的畢業禮與結業禮......；很想很想與高班幼兒及家長再聚、

很想很想看到全體高班幼兒穿著畢業袍唱畢業歌、一起領證書、一起表演……，原來很多事

情不似預期地發生，沒有人掌握到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只有天父才知道。

一個月後大家很快便升讀小一，但因著疫情九月仍未能恢復實體上課，故此，小學環境、同

學、老師及課程，即使未能掌握，但也需要接受這個現實帶來的挑戰。大家還記得正向品格

館嗎？當中有句說話常常提醒大家「動動腦筋，我都做得到！」，當遇上挑戰時，需要調節

一下心態，踏出一步，把現實的限制化成持續學習的動力，加上實踐正向品格核心能力的果

子，例如：堅毅、正向情緒、樂觀與專注力，你就會發現，自己原來在成長中，以前不知道

什麼是品格強項，原來只要把學習過的東西，用心再想想與爸媽一起實踐出來，新學年一起

訂一些新計劃、新目標，新時間表，並設定具體行動，完成得到學會欣賞自己，也給自己一

些小獎勵；失敗了也學習擁抱失敗，再學習如何改變與改善，即使是很少的改變，已是踏出

了一少步，不放棄就是堅毅椰子，梁校長與每位高班幼兒一起努力學習新事物，大家加油！

最後以天父的話語鼓勵我們每一位「主耶和華阿！你是我所盼望的，從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

的。」（詩篇71篇5節），主必聽我們的禱告，是我們的盼望和倚靠。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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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2019-
20年度高班小朋友，恭喜幼稚園畢
業了！

從一開始看著你們的照片，知道會任
教你們，有一種陌生又熟悉的感覺，
回想起曾任教的其中一班，那是我最
難忘、我最著緊的一班。還記得幼兒
班時儲得整個課室都是水樽，用水樽
和你們玩遊戲、新年時和你們舞獅、
和你們跟爸爸媽媽揮手說再見、和你
們試吃新的食物、聖誕時和你們造薑
餅人… 到收到重新在高班執教你們
的消息，我滿腦子的，盡是看著你們
畢業然後我在哭的畫面，哈哈…此外
我會形容「旅行」這專題研習是一個
經典。一整學年，滿是挑戰，滿是淚
水，滿是未知，滿是恩典，感謝主，
秋冬春夏過後，我們仍能呼吸，仍能
微笑。

心情很複雜，因為你們要展翅高飛了！
面對小學的新環境、新人事，可能會
感到迷茫、好奇或者擔心，但我們永
遠能依靠神，讓神的慈愛和智慧，和
我們同行，教我們明辨是非，還有不
忘「堅毅」、「希望」，繼續做一個
有禮守信的人。相信各位老師(包括
親愛的胡老師)都會一直掛念你們，

謝謝你們，來當我的學生♡ 願你們每
天能有美好的事，前途無可限量。
王老師♡

畢業心聲 -高班王老師

MISS 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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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高班幼兒及各位爸爸媽媽：

大家好，我是高班黎老師，亦陪伴著你們度過幼兒班至高班的幼稚園生活。真的感謝校長給與我能

認識你們的機會，感恩天父的安排，讓我可以接觸一群活潑可愛的幼兒，又能夠讓我認識一群友善

健談的家長。在這三年期間，我深深地感受到大家對老師的尊重，彼此關懷，讓幼稚園充滿著

『愛』。

還記得幼兒班剛剛上學的時候，初踏入幼稚園的你們，與爸媽分離時都是依依不捨，有的會忍不住

哭泣，老師用盡各色各樣的方法來使你們安靜，漸漸地又安排豐富的學習活動予你們參與。結果你

們由一位「愛哭寶寶」變成「開心寶寶」，最終對幼稚園更產生歸屬感，於放假時要嚷著上學，這

真的令老師感到很成功，富有滿足感呢！

相信各位爸媽與我一樣，看著幼兒開心地上學，與自己細訴幼稚園生活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喜悅呢！

透過與大家傾談裡，彼此交流育兒心得，大家互相分享與子女進行的活動，真的很欣賞你們的魄力，

工作時忙碌，閒暇時亦會與子女進行許多豐富的活動，真的要讚揚你們一句「Well done」！另外，

亦欣賞你們持續學習如何做對好爸媽，你們躍踴地參與校園舉辦的品格講座，把已掌握的育兒方法

來處理幼兒生活上的問題，讓他們漸漸成為聖雅各「有品有自信，愛主又愛人」的好孩子，真的感

謝你們啊！

離別是令人感到傷心，但亦喜悅的是幼兒已經長大了，快要踏入小學階段，替你們高興呢！歡迎大

家日後回來探望我們，亦希望你們仍會謹記已學過的品格，繼續成為天父喜悅的孩子呢！

高班黎老師

畢業心聲 -高班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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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小兒梓晉已在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的大家庭生活了四

年，而本人則已在這大家庭生活了七年，因為梓晉的哥哥都是這幼稚園的畢
業生。在這數年的時間裡，我親身感受到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教職員都是
對每一位學生充滿關懷和愛護。各位亦盡心盡力，把小兒由小小的一張白紙，
教導成一個有禮貌、守規矩和尊師愛友的小孩。

特別在K3下學期, 面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緊張時，學校停課期間，老師
們並沒有因此停下教育幼兒的工作，並即時透過網上視像繼續教學，讓學生
在家可以與老師和好朋友見見面，老師們也不厭其煩地製作了一系列的學具
讓學生在家持續學習。藉此，多謝校長、老師們的心思和不斷的付出。

我亦看到校園設施和教學質素不斷的優化，令到學生上學可以更安全，學
習得更全面。學校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講座及家長研習班等，可
以讓老師和家長有更多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也能讓家長更易掌握子女在學校
的生活情況。

最後，我們一家人衷心感謝學校各教職員對梓晉的照顧和教導，祝願各位
工作順利，繼續提供優質教育，培養更多出色的未來棟樑。多謝!

–李梓晉高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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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琳琳快要畢業了! 過去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結束，她很期待小學

的新生活，但也不捨得幼稚園的所有人與物，更笑說希望K3同學能原班升
讀小一、小學任教的老師仍舊是黎老師和王老師、校車叔叔、校長和校園
依舊不變🤣。

多謝銅幼在四年給予一個溫暖和充滿愛的環境讓這小幼苗成長。多謝老師
用心指導琳琳，讓她建立良好的品格，給予她機會盡展所能，建立信心。
更感激黎老師經常聆聽我的告解，分析琳琳背後的行為成因和建議處理的
方法，讓我能更有技巧地應對這小辣妹，達致家校合作的顯注效果。

從哥哥踏入幼稚園開始，我家這七年內不停的在這地方來來回回，現在終
於要畫上休止符! 分開了，願每位高班的小朋友、家長、老師能繼續歡笑感
恩，用喜樂的心來迎接新的挑戰。

浩琳爸爸、浩琳媽媽

-梁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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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恩婷之能夠有幸入讀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在這三年的
校園生活裡，她的進步的確是令人眼前一亮。 由
初初入讀時她的性格是比較害羞、被動和情緒不穩，
到現在她已經變得十分開朗、活潑、乖巧、主動和願意
與人別人分享，看見她一步一步地去成長，心中實在感到
萬分安慰和欣喜。

婷之能夠有如此突飛猛進的成長，老師們和校長的努力和
付出確實功不可沒。在這三年當中，老師們一直都很關心
她和對她照顧周到。我特別要感謝K3班主任王老師和育苗
組黎老師，她倆對婷之的愛和關懷實在令我感動；另外不
可不提的是梁校長，她的確是一個很有心和盡責的校長，
尤記得在小學派位放榜那幾天，因為婷之的派位並不理
想，這令我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憂慮，沒想到梁校長也
很緊張和關心婷之去「敲門」的情況，並且給予我
很多支持和幫助，這一點實在令我銘記於心。

能夠在這間充滿愛和關懷的幼稚園渡過了三年
愉快、難忘和充實的校園生活，絕對是上天
給婷之的一種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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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來說，繁囂及熱鬧的城市大大收窄了他的活動及遊樂
空間。而且聖雅各福群會幼稚園的校舍比馬灣啟思是比較小
一點，我們當初對這個轉變是擔心的。但到入學後，蔡曦朗
的轉變是頗大的，在馬灣他的天真及純品的性格是他跟小朋
友溝通的小阻礙，更令到他容易給一些比較老成的小孩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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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的而且確阻礙了日常老師與幼兒接觸、教學互動的機會。我們無法每天面對面說話、

擁抱、親身示範各種教學活動。當我們知道很多原定在園裡進行的探索、感官體驗的活動都

未能與幼兒一起進行時，我們更期望盡量運用網上教學的渠道去實行「停課不停學」。我們

希望花心思在每一份學具的設計上，讓家長與幼兒在家中一起透過學具進行重覆的學習和親

子活動。在拍攝教學影片的過程中，我們不停反思改善，由於拍攝內容和形式比較彈性，我

們把握這個優點嘗試將主題要帶出的知識、技能、態度融入戲劇、故事和互動遊戲裡，讓學

習的內容更為具體。而且影片能讓幼兒重覆觀看，每當收到家長正面的回饋，都令我們十分

喜悅。另外，我們更加珍惜每週與幼兒視像的機會。我們搞盡腦汁設計一些互動的遊戲，如

律動遊戲、魔術，實驗、製作食物等等，每當看見幼兒臉上呈現好奇、開心、 興奮等的神情，

我們的滿足感比平日上學日來得更深刻、更感動。雖然停課也許會讓幼兒對幼稚園的環境和

老師會感到少許的生疏，但當小朋友說一句很掛念老師的時候，我們真的十分感動。在這半

年來，老師不停適應新的教學方式，幼兒也在適應家中學習的生活，家長也不停學習，如網

上學習的技術、指導幼兒學習進度、與老師更加緊密的合作和配合等等，相信大家都很努力

去面對環境的轉變，但我們的心從來不變，我們以身作則，讓孩子知道遇上轉變的時候，我

們一起攜手面對、一起成長、一起迎難而上！

學前班老師與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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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聯繫 幼兒班老師

還記得我們開心地完結上學期，然後放新年假，

大家都滿心期待著下學期的開始。
誰知疫情突然到來，令我們未能親身相見，
但亦是線上聯繫的開始。

在拍攝影片時，老師從一開始一鏡到底，
逐漸改變拍攝及剪接的手法，令影片更生動及豐富。
老師用心創作和拍攝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很高興幼兒和家長都喜歡觀看，尤其老師的角色扮演，
有的更表示會重複播放好幾次，你們的肯定及鼓勵，
都令老師更有動力。

在Meet視像教學活動時，幼兒最初未太熟習線上學習模式，
經老師的鼓勵及嘗試參與活動後，幼兒能逐漸適應並投入。
在活動中，幼兒漸懂得尊重別人及耐心輪候發言，
亦漸漸放開懷抱表達自己，能夠與別人分享。
課堂中笑聲此起彼落，充滿溫馨的感覺，像個小小家庭。

在過去的這大半年裡，老師與幼兒在線上經歷了很多，
很欣賞家長與幼兒的配合和努力，老師亦看見幼兒漸漸的進步。
老師最期待的是能夠與幼兒快點見面，可以擁抱你們，
在校園一起遊戲、一起探索、一起享受快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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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當大家還在慶祝農曆新年的時候，很不幸地收到停課的消息，當時校方便很快決定改以

線上學習。線上學習的初期，無論是校方、家長或是幼兒也仍在摸索學習的階段，也遇到不少挑戰。

但慶幸雙方一直堅持不懈，大家一起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最後線上學習的模式也能順利運作。

在教學方面，由於老師與幼兒有一屏之隔，少了面對面的接觸，因此老師在教學模式方面作出改變，

以達致多範疇的學習，如善用家中已有資源與幼兒進行科學實驗或體能遊戲。除了幼兒學習到不同

的新知識及新技能外，亦能增加家長與幼兒的親子互動。透過幼兒與家長的反映，得知不論是幼兒

還是家長也很喜歡觀看老師用心製作的影片，幼兒也會模仿老師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老師們也

感到十分感動。幼兒與家長對教學影片的期待亦成為老師製作影片的動力呢！

雖然停課期間幼兒沒法回園，但透過Meet視像活動，老師可以每星期與幼兒見面，能有即時的互動，

因此大家的距離並沒有因為停課的關係而疏遠。為了讓幼兒有個美好的回憶，老師為幼兒舉辦了一

個網上結業派對，父母幫忙把結業證書交到幼兒手中，並一同玩了小遊戲及享受小食，大家在一片

歡笑聲中結束了本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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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分享

牽手，我還可以陪伴你多久？
2020年是難忘的一年，因肺炎肆虐，全港停課差不多半年的時間。讓我們在急促的步伐中稍停下來，

多點時間來陪伴孩子，如今復課仿佛回到三年前，2個孩子都有和媽媽獨處的時光，可是感覺已不一樣。

我家有2個小孩，姐姐洛希是K3，弟弟洛弦是K1。三年前，藉作搬屋又找不到保姆的契機，而辭工回
家當全職媽媽，親子關係也大大改善了。辭工前，姐姐說過不喜歡我這個媽媽，放工回家見弟弟總是
鬱鬱寡歡的。辭工後，姐姐說最愛媽媽，而弟弟每朝起來總是笑咪咪的。

孩子年紀小，對世界充滿好奇，想去探索和嘗試不同的事物，但又有點害怕，總希望父母能陪伴左右，
一起面對挑戰。

家教會幹事

女士

因為搬屋，姐姐在學前班轉校了，可惜這間學校不
適合她，幸運地K1 找到一間適合她的學校。每天放
學她總期待我為她帶來甚麼零食？放學後去公園？
還是圖書館？還是兒童遊戲室？短短數小時的獨處，
依她的想法去安排，她喜歡拖著我的手一邊走一邊
和我分享在學校的點滴。

每天送姐姐上學，回家就見到弟弟對我甜笑了，接
下來的數小時的媽媽是他的。他喜歡拖著我的手，
去每個公園探索歷奇，希望遇到朋友可以一起玩；
有時他會帶我到巴士站看巴士上落乘客。

三年過去，他們也愛和我的獨處時間，但孩子長大
了，不需時常拖著我的手也能勇敢地嘗試新事物；
他們的世界變大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和父母獨
處的時間也不是唯一期待的事了。

時間留不住，孩子的成長也不等人，教我們父母應
愛在當下，珍惜他們還需要父母陪伴的日子，在能
力所及和他們一起嘗試不同的事物，在彼此的回憶
中留下豐富的內容。同時，也希望能引領孩子找到
自己的興趣，認識不同層面的人和事，擴闊視野，
將來就算遇到任何困難，也能找適合的對象商量和
解決問題。

鍾舜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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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寫最後一期小草苗，真係百感交集。

今年係我大仔K3畢業，又係我細女入N班，能夠俾我兩位小朋友入銅幼，可
以話係我做得非常正確嘅事。

回想哥哥2歲去學前班面試，我每一次都有去，當我同太太見完銅幼離開時，
已經好有共識地希望入到呢間學校，因為面試時我感覺老師好有愛心同耐性，
除左問我哋問題以外，亦會同小朋友玩，係唯一一間學校會同小朋友玩。

由N班到今日K3，因為哥哥有啲專注力不足，所以都要老師特別照顧，真係
要多謝每一位教過珈雋嘅老師，包括將珈雋視為己出嘅謝老師，仲有做過佢
3次班主任嘅黎老師，同埋王老師，吳老師，當然唔少得每日同佢做訓練嘅
育苗組黎老師。

今日，珈雋要準備上小一，佢已經表現出好唔捨得，證明當日我幫珈雋揀左
一間啱嘅學校。我唔知佢將來會唔會成為一個成功嘅人，但佢一定會係一個
善良，有愛心嘅人。

銅幼，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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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

小一派位結果
香港東區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丹拿山循道學校 1
培僑小學 2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3
漢華中學(小學部) 1

灣仔區

聖若瑟小學 1
瑪利曼小學 1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3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3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4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1

中西區

嘉諾撒聖心學校 1
聖嘉勒小學 1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                         
海怡寶血小學 1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1

香港南區

觀塘區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

北區

曾梅千禧學校 1

深水埗區

深水埗官立小學 1

荃灣區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1

九龍城區

香港培道小學 1

沙田區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1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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