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靖嵐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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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靖嵐快要畢業離開銅幼這個大家庭，從靖嵐第一天上學就好像是昨天

的事，真是有點兒不捨得，她最純真可愛的幼稚園生活，好快要結束了。回想起，四年前靖嵐

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經常哭著不願上學的小寶寶，現在是個懂得分享、感恩、關心別人、喜歡

上學的自信小女孩，當中經歷的點滴，各位老師一直陪伴在側，見證著她的成長。

靖嵐每天放學後，都會分享在校內所發生的事，這讓我們充分感受到她是多麼的享受校園生活。

在銅幼裏，我能夠看到校長、老師們及姐姐們對所有小朋友的用心及愛護，你們的專業、愛心

和關懷建構出非常好的學習環境，使我們都很放心交託孩子到學校。轉眼靖嵐便要上小學，要

踏入新的里程碑，面對的困難及挑戰會很多，但我相信經過這四年在銅幼的學習及支持下，靖

嵐必定能勇往直前，積極面對挑戰。

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梁校長、兩位主任、 A B組吳老師、各位老師和姐姐的耐心教導及悉心照

顧，你們的付出讓靖嵐擁有美好的成長回憶。謝謝!



容梓桉家長
轉眼間已經三年了，梓桉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幼稚園生活，當梓桉初加入聖雅

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時，我們曾疑問過一所校舍小小的幼稚園，會否影響梓

桉的體能和肌肉發展呢？答案是不會，學校不辭勞苦的為學生安排各種親子活

動，有戶外又有室內，梓桉無不樂在其中，我們越來越欣賞這所幼稚園。

梓桉升了K2 後，讀了一個學期便遇上疫情爆發，所有面授課堂全部停頓，梓桉

的學業也被迫停頓了，正當家長們為子女的學業傍徨之際，原來校方已組織了

網上課堂，讓學生們停學不停課，有時候我們也會陪梓桉翻看課堂錄像，不用

講，他自己更翻看了不知多少次，從中可見一衆老師們是很用心的為學生製作，

真替梓桉感到幸福 （特別鳴謝兩位吳老師）。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K3 九月開學重返校園，但是很多活動還是限制著，而且大家

還是擔心隨時又要被叫停，所以學校更緊密的安排教學，相信老師們的壓力相

當大了，這份專業精神不得不令我們佩服，真是無言感激。「多謝你哋呀，梁

校長，各位老師和校工姨姨，給了梓桉一段寶貴、愉快、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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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keep health and 

safety a top priority.

李堃銘家長
K3心聲分享：

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對我來說是⼀個充滿溫馨和

開⼼的地⽅，我很慶幸我的兒⼦李堃銘由學前班讀到K3班畢業，

在這四年裏我看著他很享受校園⽣活，並快樂地成長。 還記

得當初很擔⼼兒⼦的適應問題，特別是第⼀個星期的幼兒全

⽇課程。張慧婷老師很親切地告訴我堃銘是個乖孩⼦，很快

適應學校的⽣活。即使午睡時間，他也很快入睡，還叫他

作睡寶寶。這令我放下⼼頭⼤⽯。

隨着這幾年，堃銘升讀

N1班－K3班，我很多謝

梁碧珊校長，鍾主任、陸

主任，B組班主任吳浣清

老師，兼收組梁佩儀老師

和黎嘉燕老師對兒⼦的耐

⼼教導，不但除了教授學

術知識，還培養他建立良

好的品格。除此之外，你

們每次很親切地談及堃銘

在學校的情況，除了讓我

更了解孩⼦的成長，還感

受到你們對教育的熱誠，

也重視與家長建立互動的

關係。我和兒⼦堃銘在此

衷⼼說聲「多謝」，也

祝願各位「⾝⼼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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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一個非常時期，疫情令香港停課，但你們真的實踐了「停

課不停學」這教育精神，做了不少生動有趣的短片，令他們不用在

家中無所事事。雖然毓峰在zoom 期間睡覺，有時還找哥哥代為上

zoom，但作為父母的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為小朋友付出的一齊。

K3，毓峰真的長大了，不再是當初愛哭愛睡的膽小鬼，是你們每位

悉心地教導，給他自信，令他慢慢地成長。

最後，爸爸叫我一定要問你們還記不記得毓峰在上堂時（學前班），

坐著也可以睡覺，最後要你們開床比他舒服地睡覺。

梁毓峰
家長

還記得上次寫家長心聲時，感受不是很大，因為細佬

還有3年在聖雅各這大家庭，但這次，真的要說「再

見」。

回想毓峰返學前班時，還是說BB話，要各老師估下佢

想說什麼，感謝B組吳老師用心地估下佢想說什麼，令

毓峰慢慢地成長。還有當然係黎老師，令他乖乖地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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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鉦甯家長
梁校長、主任們，A/B組吳老師，各位老師、姐姐及社工姑娘，

『在這特別的一年』在這特別的一屆 2018-2021年度畢業同學，

這校園陪伴著他們長大，很多感恩的說話未知從何說起…由鉦甯K1

時和哥哥一起進入校園，背著書包，拖著大大的被袋；K2自己進入課

室；K3獨立起來，有時還會照顧別人。她的成長，令我難捨難離。

去年下學期起想不到會有這麼長的時間在家學習，家長和小朋友都努力適應。

感謝學校的迅速應變，我們在家很充實。更感謝老師的創作團隊，每個

主題課程都製作得非常有趣，到現在兄妹仍不斷重溫。感恩

畢業典禮順利完成，見到每位小朋友的長大，我們好唔捨得。

除了小朋友快升小學，還有魏老師成為了媽媽，A/B組吳老師

也成為了太太，大家都一同走進人生新階段。祝福銅幼各位成員

、小朋友，一起繼續開心成長！生活愉快！ 多謝你哋！

鉦甯 媽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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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稚園校園時間的尾聲，高班進行了一連三星期的小一模擬活動，在活動進行之前，

老師先與幼兒以遊戲及影片方式循序漸進認識小一校園生活與幼稚園的不同，大部分幼兒

都對小學生活充滿好奇及憧憬。

在活動週內，幼兒學習到小學的生活，如分科目上課、每科會有不同的老師任教、自己按

時間表執拾書包等，都是一個新模式。每天更會有「小息」，當小息鐘聲響起，就是他們

最期待的。儘管疫情下未能可以與同儕於小息時間共同享用小食，幼兒亦能善用這個休息

時間，他們會一同玩「跳飛機」、「猜皇帝」、「天下太平」、「紅綠燈」等的集體遊戲，

或是兩三位好友走到校園內不同角落，簡單的說說笑笑，不亦樂乎！

除了享受「小息」的時光，高班的幼兒同樣投入每科的課堂學習，透過小組遊戲，互相合

作，學到更多與同儕溝通及互助的技巧，能「從做中學」到每一科的知識及學習技巧。他

們亦初嘗試中文及英文的「記憶遊戲」，幼兒認識到箇中的遊戲規則是需要誠實地進行此

活動，故此都很努力運用學習過的「自制力」好品格來管制自己努力完成！

在這三星期中，老師非常欣賞他們勇於嘗試及參與新的學習方式，願這短短的模擬活動，

能助他們建立更強大的信心及勇氣去迎接小學的新生活，繼續享受學習！

高班—「小一模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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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區 人數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丹拿山循道學校 2

培僑小學 1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1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1

灣仔區

聖若瑟小學 1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2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3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2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3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1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3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3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1

嘉諾撒聖心學校 1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1

中西區
聖公會基恩小學 1

香港南區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

海怡寶血小學 1

沙田區
聖公會主風小學 1

離島區

聖公會偉倫小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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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_ S A V E  T H E  E A R T H

今次低班老師與幼兒藉著「惜物減廢」此專題研習主題，從各種遊戲中，

探究日常生活的垃圾以及廢物分類回收的概念，從而學習珍惜、愛護環

境及資源等良好行為。透過老師入戲的技巧，幼兒聆聽和參與了「大嘥

鬼變乖了」故事的一些情節，他們對「大嘥鬼」角色的行為感到既有趣

又印象深刻，在往後的活動中，當出現到浪費資源的行為，他們都會主

動說：「咁樣就即係做『大嘥鬼』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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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專題研習提供了幼兒體驗和溝通合作的機

會，如：在校園中進行「垃圾大搜查」，幼兒發

現到原來平日只要每日帶手巾，便可以減少很多

紙巾，他們又以小組形式，運用創意，合作進行

廢物再造活動，加強了「廢物可以升級改造」的

意識。此外，幼兒又一同製作環保酵素、製作再

造紙、環保紮染等活動，表現非常投入，在過程

中，幼兒都感到新奇和驚嘆，發現到食物成為廚

餘時，他們可以停下思考，還有否其他用途呢！

他們亦發現原來製造一張紙需要很多步驟、時間

和心機，故此要好好珍惜資源，現在幼兒都會紛

紛主動表示繪畫時會善用畫紙的兩面呢！

幼兒十分喜愛《惜物減廢主題曲》及《自備購物

袋》，亦十分享受在娃娃角中扮演「綠在銅幼」

回收便利站的不同角色，他們並表示回家有教導

爸爸媽媽要減少使用塑膠以及減少買外賣，如幼

兒留意到課室中出現塑膠產品或看到老師拿著外

賣飲品，他們更會主動提示老師：「老師你下次

要用自己杯買嘢飲呀！我地可以洗乾淨個膠杯回

收架！」，可見此專題研習大大的提升了幼兒對

珍惜資源的意識，並學習到做個關愛別人和環境

的小天使，希望在往後的專題研習活動中，幼兒

繼續能夠喜愛學習，多分享、多思考、多探究。

低 班 專 題 研 習 :

「惜物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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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專題研習-「水果」是全面復課後幼兒首要深入探索的專題，水果是幼兒每天

經常接觸的食物，透過生活經驗能讓幼兒更投入地學習。雖然在探索水果的過程

中，幼兒未能在園內親身品嚐不同種類的水果，但透過家長的配合，幼兒在家中

能進行相關的親子活動和討論，如水果感官探索、購買水果及親子小食製作等，

家長更協助幼兒上載活動相片及影片到google classroom 與同儕進行分享。此外幼

兒透過各種感官及利用放大鏡去認識水果的外形特徵，他們把水果切開或剝去果

皮，觀察水果的內外結構，包括果皮、果肉和果核。他們閱讀水果的圖書，並了

解水果的生長地方及環境。幼兒更進行水果Messy Play，如在動力沙裡找出水果粒

粒玩具、在冰粒裡找出水果果肉、在冰水裡觸摸檸檬及擠出檸檬汁。

 

  
 

 

 水果 

種類 
-蘋果     -橙 

-檸檬     -奇異果 

-沙田柚   -士多啤梨 

-榴槤     -西瓜 

-提子     -香蕉 

 

保存方法 
-冰箱/放在室溫 

購買地方 
-超級市場 

-水果店 

 

結構 
果皮/殼、果肉 、果

核  

 生長 
 

有毛/滑/粗糙/刺/顏色 

-布甸 

-雪條 

-果乾曲奇 

副產品 
-果醬 

-果乾 

 

益處 
-補充身體水份 

-幫助排便 

味道 
(味覺、嗅覺) 

-酸 

-甜 

-香 

 

生長條件 
-水 

-陽光 

-泥土 

 

食用步驟 
-清潔洗淨 

-削皮/去皮 

-切成小塊 

生長地方 
-泥士 
-樹上 

 

-街市 

 
-酸澀味(奇異果) 
 

-清潔(沙田柚皮) 

     (西瓜皮) 

-除味(檸檬) 

-木瓜 

-龍眼 

-火龍果 

其他用途 
-清潔(檸檬) 

果皮 
果肉 果核 

顏色/軟硬 顏色/大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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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專題研習–水果

音樂活動方面，幼兒學習唱出有關水果的歌曲，更為「開心『果』月」的主題曲

「水果two a day」伴舞。藝術活動方面，幼兒運用水果膠套印出水果籃的花紋、運

用水果做拓印畫及用畫筆繪畫出不同水果的外型。至於大肌肉活動，幼兒合作運用肢

體動作扮演水果結構的模樣，亦扮演了農夫收拾及運送水果。

當幼兒發現蘋果的果肉變黑的時候，他們先嘗試用毛巾去擦拭蘋果表面，然後嘗試用

不同方法去測試防止蘋果氧化的情況，最後他們發現檸檬汁及鹽水都能有效防止蘋果

氧化呢！透過進行科學活動，無論是觀察、預測或是進行比較，都提升了幼兒的探究

精神！幼兒更與家長討論水果的用途，知道水果具有清潔的功能！除此之外，幼兒樂

於與同儕分享購買水果的地方、親子小食製作的名稱及投選自己喜愛的水果。在專題

研習的尾聲，幼兒更拍攝了一段宣傳短片給家長欣賞，藉以鼓勵家人一起進食水果及

多吃水果的益處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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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專題研習「水果」

「水果」是次的專題研習的主題，老師透過繪本《愛吃水

果的牛》作為引入及延伸，藉著一連串的活動與幼兒深入

地了解水果。在整個專題研習的活動中，幼兒能搜集不同

水果的資料和實物認識不同的水果，亦透過親身的體驗去

探索水果的特性，發現水果的外型特徵和結構等。他們亦

懂得運用簡單的詞彙表達自己所發現的結果，並建議一起

設計和合作，利用各種不同玩具水果進行「巴士水果店」

扮演角色遊戲。而他們經過互相構思，進行一連串的探索

和實驗。從活動中顯見幼兒都能拓闊其眼界。也培養他們

的解難能力及創造力。最後，幼兒亦學懂感謝天父賜予智

慧給人類，使人類能從日常生活中品嚐到不同種類水果的

味道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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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

學前班老師

是次專題研習實在有賴各位家長的付出及努力，當中包括為幼兒搜集不同

水果的資料、與幼兒一同製作水果美食等，讓幼兒在生活中，逐漸學習到

更多水果的知識，家長們確實是功不可沒！而不同的體驗活動，看見幼兒

能主動參與學習，老師也感到喜悅，令幼兒學習到的知識和經驗獲得延續

和鞏固，學習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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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幼兒唱出「再見今天 揮手說說再見 道別這天 握手說說再見……」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畢業典禮

正式開始。是次畢業典禮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星期四)舉行，地點為明華堂。當日畢業生家長、主禮嘉賓、

嘉賓都到來，見證高班畢業同學人生中的第一個盛典。當日場內氣氛熱鬧，歡笑聲洋溢在場內每一個角落。

是次畢業典禮，由畢業生唱出畢業歌曲《說說再見》揭開序幕，跟著由主禮嘉賓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及各

個個人獎項；每位授憑及領獎之畢業生，都得到在座每位嘉賓的掌聲和祝福，有份參與的滿足感，讓他們更

有信心迎接未來的考驗和挑戰。各項頒獎儀式完成後，表演節目開始了，今年畢業生表演的節目是《心靈同

行》，透過創作戲劇導師興哥哥與高班幼兒一起分享、討論及商討，計劃有關疫情停課期間及復課後面對的

心路歷程，共同創作劇本及設計戲劇角色的對話言詞，展現出在這段停課時間，幼兒透過老師教學短片、視

像學習、視像慶祝會等不同模式，做到「停課不停學」，在「疫」境中成長，亦表達出幼兒在復課後，重投

校園生活和再見同學的歡樂時光。

最後，畢業生獻唱《你愛令我成長》，體現到「停課不停學，停學不停愛」，培育幼兒成為「樂於學習、學

會珍惜」的終身學習者，以幫助他們發展積極及堅毅的精神，以應付人生的種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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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校園生活轉瞬間又快要完結了，小朋友將會升班，而畢業班的小朋友更會

告別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前往小學的校園生活。為了讓家長

一起見證小朋友在一年裡的成長，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和付出的努力，本園2021

年8月14日(星期六)為舉行結業典禮。

由於疫情關係，按教育局指引，如學校舉辦大型活動，必須縮短活動時間及限制

人數入場，故當日活動編排分班進行，內容亦相當緊湊，分別有欣賞老師剪輯的

幼兒在園內的活動花絮、頒發高班的畢業證書和品格強項獎、頒發各級的結業證

書、頒發紀念品及獎項予家教會幹事及各班代表紀念品等；除了頒發各個獎項及

紀念品之外，學前班及幼兒班安排了親子遊戲活動，亦有低班及高班的幼兒表演，

今年還增設拍照區，讓幼兒和家長拍照留念，離開時每位幼兒都有一份結業禮物

帶回家去，本園的結業典禮就在一片興奮及愉快的氣氛下，劃上完美的句號。

小草苗 P.15

2020~21'結業禮



高班

趙浙平

阮睿豪

鄧伊靈

馮玥臻

曾榮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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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朗

許淑嫣

吳羣星

孫咸博

吳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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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黃俊豪

張顥瀧

朱紫綸

陳睿揚

梁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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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吳凱曈

徐綺珊

李梓博

石宇軒

羅珩堯

梁楚楠

曾瑞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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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班

陳暐謙

繆曉彤

劉棟霖

麥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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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AUGUST

JULY

:  胡霽罡
:  張柏堯、李梓博、李忝俞
:  張顥瀧、梁凱嵐、
王俊豪、馬一宸

:  查鎧源、馮玥臻、陳朗

:  麥興仁
:  楊倩如、

: 古皓雲
: 容梓桉、鄧伊靈

:  陳毅朗、鄭丁丁、陳毅晴、
陳揚昊、劉楝霖、洗頌瑩

:  鄭慧兒、李立言、馬卓謙
:  黃鉦甯、李堃銘、
金妍希、許淑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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