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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畢業典禮

臨別依依，聖雅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六日(星期六)，舉行畢業典

禮，地點為明華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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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正式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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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此畢業典禮，由畢業生穿上畢業袍唱出畢業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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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更有信心迎接未來的考驗和挑戰，開展人生另一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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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透過歌曲表達出不要看輕每一點光，當每一點光聚合一起，便會發出閃耀的光

芒，熠熠生輝，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不要看輕自

己小小的光點，一點一點的累積，就會從少變多，當我們懷著信心及堅毅的小光點，便

能應付人生的種種挑戰。

最後，畢業生獻唱《You Raise Me Up》，感謝爸爸媽媽的悉心照顧，在成長的路上，

會遇到開心或失落的時候，爸爸媽媽就好像天父一樣在我們身邊，成為孩子的依靠，令

孩子更加堅強及有勇氣去進步，甚至超越自己。畢業禮就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

銅言童語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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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睿揚家長

時光飛逝，一轉眼我們就要畢業啦！回想前年剛

轉學來聖雅各幼稚園，剛開始內心很激動也很興

奮，睿揚從不會說粵語到現在可以和同學們用粵

語溝通，一起開心玩耍交朋友。一切都很美好，

在這裡也認識了好多朋友，好開心能在這裡度過

那麼美好的幼稚園時光。特別感謝梁校長和老師

們的關心和照顧。很幸運能成為聖雅各福群會銅

鑼灣幼稚園的成員！



鄭壹之家長
還記得壹元第一次接觸銅幼的時候，那時是參加哥哥壹之學校的20週年紀念活動，半歲多的元元

被親切的陳老師手抱著，至今仍歷歷在目。哥哥過渡了一個愉快的幼稚園生涯，到元元適齡時，我

毫不猶豫地為他報讀銅幼N班，讓他好好享受這四年的美好時光。第一次上學，他畢竟也會像其他

小朋友一樣，捨不得媽媽，但黎老師及吳老師溫暖地安撫他，抱著他往K3班房的窗旁看著媽媽過馬

路。。。 另一方面，老師們又會安排當時K3的哥哥在午飯時間往N班餵弟弟吃飯，他用了較短時間

便適應學前班。至今，元元仍可細膩地形容這些情景。第一次遇到啟蒙老師—張老師及王老師，元

元敬愛她們，放學後更會向我分享校內的點滴，我深信老師們給予悉心的照顧和教導，讓他開心上

學去。最為人感動的一些 memo，老師會附上校內一張日常照片及寫上近況，令我很放心。我常cap

圖留念呢！

我慶幸為元元報讀N班，至少享受了很多銅幼的校內及校外的活動如親子體能日，沙灘catwalk， 團

團圓圓新年花市，參觀街市等。 可惜之後的幼稚園日子，受新冠疫情影響，學校作出很快的應對

措施，老師們錄下有趣的網課短片，讓他們停課不停學。即使停課期間，謝老師會定期跟我通電話，

慰問及了解元元在家的狀況！及後每當復課，學校都會盡量安排活動，希望幼兒們能感受正常學校

生活。

不僅我兩個兒子對學校的歸屬感，我亦投入學校生活，更當上幾年的家教會幹事，為學校及家長作

出橋樑。感恩的是元元在銅幼擁有一班好朋友，有些友誼更是由N班開始， 常常會聽到元元說：

「他們是我元元的小朋友！」「我掛住他們，可否約出來玩！」這是我一直冀盼的。我竟然也有得

着，意想不到地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媽媽朋友friends。既是早餐黨，又是興趣玩伴，更是大家湊

仔心靈上互相的支援。不再叫對方XX媽媽，而是直呼其名！

這篇感想實在是給大家的！

感激校長，主任，老師及姐姐的用心及付出，元元深深感受的。

感謝家長們彼此的維繫及包容。

最捨不得的該是我，整整6年，彷彿我也是其中一個幼兒呢！ 銅言童語 P.4



香港有數百間幼稚園，奇妙的緣份卻讓來自不同地區的我們在聖雅

各福群會銅鑼灣幼稚園相遇，令愷淳在這四年間認識了很多要好的

朋友，亦得到各位老師、主任、梁校長及工友們的關顧。縱使反覆

的疫情大大削減了大家見相處的時間，老師們依然盡力給予學生最

豐富的體驗，學校亦在可行的情況下給予家長最大的支援，絕對是

超出基本要求，為愛發電的表現。學校總是給我們「家」的感覺，

老師們就像家人一樣，了解及關心愷淳的身心發展，給我們十分溫

暖的感覺。而我們亦有幸能認識到一群會互相幫助及鼓勵，能交心

的家長朋友，所以我們真的覺得很幸福！感激能遇見大家！

方愷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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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弦家長

最近聽到洛弦在家中唱起 「說說再見」 這首歌，不禁停下手上的工作，細細看他努力

練習的模樣，一股感動悠然而生。這孩子快要畢業了，時光流逝，現在只希望他可以在

暑假前有多點上學時間，可以和同儕及老師們有多一點相處的時光，多一點快樂的回

憶。

在姐姐的開航護蔭下，洛弦順利跟隨姐姐的步伐，進入了銅幼這個大家庭，過著滿有愛

和關懷的幼稚園生活，開展了黃金發展期的四年。

回想第一年學前班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老師們安排的很多主題活動給小朋友和家長。例

如老師帶了幼兒和家長去淺水灣玩遊戲和舉行一場泳衣展，不論大人和小朋友都玩得十

分盡興，又能讓小朋友學到不同的事物。

到後來遇上疫情肆虐，第二至第四年間的幼稚園生活，超過一半的上課日子由實體課改

為網上課程。深深體會到什麼是 「計劃趕不上變化」 ，但學校對 「變化」 的迅速反應，

正正向我們展示了很好的身教。遇上困難，要以冷靜和正面態度，看清楚目標，勇敢去

面對，總有解決方法！

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感謝學校一直對家長和孩子們的關懷及愛心，不論是幼兒的日常

托管照顧、在家學習所需的用具以至他們在疫情期間的心理需要，都能細緻顧及。

離別在即，依依不捨之情不禁湧現。唯有將這份難捨，變作祝福及期許，在此祝願畢業

生前程美滿，繼續在愛和正能量下愉快學習，各位家長及教職員們生活順遂，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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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哇哇落地、扶著你蹣跚而行、聽到你會叫爸媽、陪著你穿起畢業

袍…一幕幕的畫面似是昨天發生，爸媽老了，你也長大了。

還記得當時沒有學校”收留”你，心亂如麻之際，一通電話，把你帶進了聖

雅各銅鑼灣幼稚園的大家庭…

第一天上學的你，眼眶紅紅，鼻涕直流，死死扯著媽媽的手…是激動，也是

心痛。

第N天上學的你，自己換鞋，消毒小手，自信滿滿向爸爸說再見…是感動，

也是安慰。

疫情下，在聖雅各銅鑼灣幼稚園的上學時間緃使不多，感恩遇到好老師、好

同學，在苦悶的疫情童年中仍找到絲絲甜蜜快樂的回憶。

每次禱告都願你快高長大，在看到你即將踏進小學，心裡卻十分矛盾，你為

何大得如此快…

前方的路還有很長很遠，爸爸媽媽會一直陪伴著你，灌溉幼苗變成茁壯大樹。

楊卓希家長

銅言童語 P.7



當初選擇銅幼係由於每日上班乘坐嘅巴士都有銅幼學生，下班時又見到

該學生，再加上該學生於長途車程都沒有不耐煩，令我開始關注銅幼，

最後面試後係後補然後又收到電話有位，簡直係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記得K1嘅時間，每日都會可以參加好多課外活動，智夌每日都返8點，放

學放6點，同我返工時間一樣，但智夌冇話辛苦，仍然每日都好期待返學，

想參加好多活動，當時我覺得好開心，我真係冇選擇錯，一個小朋友每

日咁早起身返學，比返工時間仲要長，證明學校係幾用心對待小朋友👍🏻

然後去到疫情，呢幾年大家都好難熬，師生校長都好辛苦，睇到學校好

想令小朋友停課不停學嘅付出，睇到希望小朋友可以喺幼稚園期間有旅

行去嘅付出，老實講，真係好感動，因為我身邊都有其他幼稚園嘅小朋

友，有私校，有資助學校，但係佢哋都冇銅幼校長、主任同老師咁嘅付

出，所以銅幼嘅付出，相信每位家長同小朋友都係能夠感受到，多謝你

哋，我覺得智夌好幸運好幸福，能夠加入銅幼大家庭😊

黎智夌家長



一年的校園生活轉瞬間又要完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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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小學校園生活

的路上。為了讓家長一起見證小朋友在過去一年中的成長，以及分享他

們的學習成果，本園於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舉行了結業典禮。

由於疫情關係，為了有更妥善的安排，今年有別上年的活動形式，改為

網上直播，家長可以透過網上觀看整個活動流程呢！當日活動為分班進

行，內容相當緊湊，分別有幼兒在園內的活動花絮、頒發高班的畢業證

書及各級的結業證書；除此以外，還有令各班家長們熱烈期待的表演，

每一班都全力以赴表演給爸爸媽媽欣賞，讓家長即使隔著螢幕，亦能感

受到現場的氣氛，最後活動在一片興奮及愉快的氣氛下順利地完結，劃

上圓滿的句號，離開時每位幼兒亦有一份精美的結業禮物帶回家去。

2021-22年度

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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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

小一派位結果
 

香港東區 人數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3 

培僑小學 1 

啟基學校(港島) 

北角官立小學 

滬江小學 

 

2 

1 

1 

灣仔區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2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4 

寶血小學 1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1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4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1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中西區 

1 

1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1 

1 

 

香港南區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1 

海怡寶血小學 1 

  
 

大埔區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1 

 

 

深水埗區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1 銅言童語 P.10



高班

為使幼兒能嘗試感受模擬小學的學習模式，高班幼兒透過教學短片、繪本故

事以及遊戲討論，初步認識了小一校園生活與幼稚園的不同後，便於8-8-2022
至16-8-2022進行了小一探索週的活動。

在探索週內，高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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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個全新的模式。每天亦會有「小
息」時間，當小息鐘聲響起，幼兒便學習運用時間，他們會興高采烈地互相介
紹自己所帶回園的新文具、筆袋，會一同玩遊戲，亦會走到不同角落愉快傾談，
雖然未能一起享用小食，但他們仍然最期待「小息」的來臨！

他們並投入在各科的課堂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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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亦能初步地學習遵守模擬小學環境和課室的規則，
展現出「專注力藍莓」、「抗逆力菠蘿」等品格果籽呢！欣賞他們在「小一探
索週」中勇於嘗試及參與新的學習方式，盼望他們能以正向情緒迎接小學的新
生活，繼續喜愛學習！

小一模擬活動

銅言童語 P.11



低班
暑期聖經班

由於受到天氣的影響，低班的暑期聖經

班進行了兩天，是次的暑期聖經班活動由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勞牧師及一班義工帶領

下進行，活動內容十分豐富，透過宗教故

事、詩歌、遊戲、圖工等，讓幼兒認識天

父的話語，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品格。

在這兩天活動裡，聖馬利亞堂的義工講述

故事時生動有趣，故事包括平靜風浪及五

餅二魚，幼兒們都很投入故事裡，並會專

心地聆聽故事情節，從而作出回應。然後，

幼兒透過遊戲中學習聖經金句，一起學習

天父的教導，做個天父喜悅的小朋友。另

外，為了加深幼兒對故事內容的印象及認

識，義工與幼兒一起製作圖工，包括乘風

破浪及魚形袋子，又教導幼兒唱詩歌，又

與幼兒進行集體遊戲，讓幼兒能在愉快又

輕鬆的環境下聆聽更多宗教故事。

在此感謝聖馬利亞堂的勞牧師及義工姐姐

們，再次帶領幼兒進一步親近天父，度過

了既開心又充實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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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主題單元「小紅帽與大灰狠」中認識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後，透過「我最喜愛的交通工具」的

選舉，從而投票選出「巴士」是幼兒們心目中最感興趣作為延伸探索的交通工具，隨即展開了是次

「巴士」這個專題研習。巴士是路面上常見的交通工具，家長帶領了幼兒親身乘搭巴士去體驗和觀察

巴士車身的內外環境外，又協助幼兒實地拍攝相關的照片及影片作為資料搜集，並與幼兒進行相關的

討論，讓他們更有自信地在課室內與同儕分享資料。除此之外，幼兒樂於與同儕分享他們乘搭巴士的

日常經驗、個人及家人使用的八達通款式，更與家長合作設計了一個新標誌，為巴士乘客訂立了新的

乘搭巴士守則。

透過繪本《巴士出發囉！》的引入，幼兒積極探索香港巴士的種類，並認識到不同公司的巴士車身顏

色及其車站牌的顏色是有分別的！在活動過程中，他們都十分踴躍地把家中不同的巴士模型玩具帶回

來進行「show and tell」，又把玩具及圖片都放在資料分享角讓同儕觀察和探索。幼兒喜歡在圖書角

閱讀有關巴士的繪本和百科全書。透過操弄巴士模型及觀察圖片，幼兒發現巴士車廂內外不同位置都

設有不同形狀的鏡子，如司機座位前的車窗外有一塊長長的鏡子。透過進行鏡子實驗，幼兒認識了倒

後鏡的用途。透過科學角的斜台實驗，幼兒更了解到不同斜度的斜台對輪子行駛速度的影響，更提升

了幼兒對科學活動的探究精神！在主題活動中，幼兒認識了不同款式的八達通，並在模擬八達通機上

「嘟」八達通上車。在音樂活動中，幼兒學習唱出有關巴士的歌曲，並在遊戲中扮演小司機操弄軚盤，

十分開心！在藝術創作方面，幼兒運用大畫筆在立體紙箱車身畫上色彩繽紛的顏色，又設計了屬於自

己的巴士和八達通卡。在集體遊戲中，幼兒聆聽老師指示後跑到車廂內不同設施的位置並指讀出設施

的名稱，過程中既興奮又刺激。在專題研習的尾聲，幼兒更合作拍攝了一段有關乘搭巴士的宣傳短片

給家長欣賞，藉以溫馨提示各位乘客要遵守車廂內的告示標誌及重溫乘車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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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復課後，學前班終於迎來了第一次户外體能活動了！老師到達公理堂

時，已看見幼兒與家長都在大堂等待，他們已急不及待，蓄勢待發要到7樓進
行一系列的遊戲活動了。

熊貓哥哥預備了不同的遊戲活動讓幼兒及家長進行親子遊戲，讓幼兒和家長都
樂此不疲。在「打地鼠」遊戲中，當熊貓哥哥拿着充氣棒在地下經過時，家長
都需要立刻抱起幼兒。而當充氣棒在頭頂經過時，家長與幼兒要馬上蹲低。在
遊戲活動時，笑聲此起彼落，充滿着快樂的氣氛。

除此以外，幼兒與家長還一同扮演河流，幫忙運送小動物回家。幼兒與家長合
作，一同手握着一條大毛巾，雙手一起擺動，真的恍如一條流動中的大河流！
然後，熊貓哥哥便把小動物放在河流上，請幼兒與家長一同合作護送動物。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進行數個遊戲後，熊貓哥哥與幼兒以愉快及富節奏
感的音樂，與幼兒及家長一起舒鬆活動作為總結。戶外體能活動除了能讓幼兒
及家長們到一起到學校以外一起運動外，還能透過不同的遊戲活動增進親子關
係。希望疫情快些過去，幼兒能與家長有更多機會到外一起遊玩吧！

學前班

親子戶外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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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綽宏





黃丞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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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園活動：
10/06/2022  全園火警演習

K1戶外體能活動

17/06/2022  六月份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15/07/2022  七月份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22/07/2022  K3戶外體能活動

「樂在起跑線」分享會

29/07/2022  K2戶外體能活動

30/07/2022  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家長網上講座）

05/08/2022  家長團契(公理堂) 婚姻關係與教養子女—「三岔路口」

06/08/2022  高班畢業典禮

09/08/2022  賽馬會學童健齒計劃-牙科口腔檢查(K1-K3)

12/08/2022  八月份生日會及兒童崇拜

13/08/2022  家長面見日

17/08/2022  結業禮(網上直播)

18/08/2022  K3 升小線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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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EAR DOG

教職員進修：
11/06/2022       全體老師

聖公會聯校教師發展日

21-30/06/2022   育苗組黎嘉燕老師 范艷怡老師

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的基礎課程

22/06/2022     「學前家長教育之多元實踐」專業交流會

24/06/2022 鍾潔馨主任

賽馬會數碼化

30/06/2022       梁碧珊校長 陸超穎主任

兼收弱能兒童服務的繼往開來--- 契機與危機網上講座

04/07/2022       梁碧珊校長、鍾潔馨主任、周嘉慧老師、黎嘉燕老師、王佩琪老師

幼稚園採購程序簡介會

08/07/2022       王佩琪老師

非華語幼兒語文聚焦課程分享會

08,26/07/2022   周嘉慧老師

環保委員會會議

20-28/07/2022   育苗組黎嘉燕老師

照顧有特殊需要幼稚園學生的進階課程

22/07/2022 全體老師

Viu TV反起跑線劉導演線上分享會「樂在起跑線」

23/07/2022       王佩琪老師

非華語幼兒中文增潤計劃教學資源發佈會暨分享會

27/07/2022       梁碧珊校長 鍾潔馨主任 陸超穎主任 章麗娜老師 吳昀諺老師 范艷怡老師

選擇性緘默症講座 Zoom

27/07/2022       何泳蓮老師

繪本。學生態—幼兒教師培訓計劃

30/07/2022       梁碧珊校長 陸超穎主任 謝雪梅老師 池景榆老師 黎嘉燕老師 王珮珊

非華語支援計劃分享會

18/08/2022 全體老師

教師發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