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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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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高質素孩子 必須擁有的三個元素
科技�步，社會文�的變�影響了人們的思考方向，現代的
孩子�十年�的孩子�明和�樣�，我們�培�孩子成才，是一件
�長而富挑戰的使命。當孩子在���子裏的��，父母常常�心
黃倩雲校長
孩子是否�順利出生 ; 當孩子順利出生，父母又�怕孩子會生病和不開
心 ; 當孩子常常開心玩�的��，父母又�怕孩子學�不足，不��在
�跑線和被社會淘汰。催谷孩子不斷練�是��孩子的發展��。現���的重點不再是傳授
知識而是培�孩子的�度、�質、�緒智�和價值�。

�成功��一個高質素的孩子，必須�早讓孩子學會�下的三個元素，首先�學會「準�
�」(Be Ready)，孩子��走動和�勞動，切忌暴�暴⻝。當孩子強健���自�會建立良�而
�固的⻣�基礎，��才�支�正確坐、行和企立的�� ; 頭�才準��和願意積�參�活動，
�到困難�會自己思考或�求幫助，���服從��並�行�規則的��。其�是學會「負責」
(Be Responsible)，祇��責��的人，才會自動自覺和自主學�，現今的孩子在小小年紀�就
�「己見」，家長不��試�重孩子的�擇和意願，但必須提�孩子可�會出現的�果，�求
�們��責�，��孩子不想吃�，家長就應該�重孩子的�擇，但�告��會���的�覺，
讓孩子�會到��的�覺，�就會�得在吃��間就應該吃� ; 另�孩子的玩具，孩子是�責�
收拾的。孩子若不自動自覺，家長可�引�孩子或�孩子一�收拾，家長應該堅�孩子必須參
�。因為��學會負責。一個為行為負責的孩子，才�對學�產生自發性和明白學�是自己的
事，不是父母的事，�不是老師的事。

��孩子�學會「�重」(Be Respectful)，培�孩子�意識��重別人、�重動物、�重環
境。�言之，家長��幫助孩子從「個人」�步�渡到「社會人」，就會擁�不斷求�步的動力，
現�很�孩子��使�爸�、工人�至��做事，不會�「��」，�不會「�恩」。家裏�
�吃�玩的都是�自己的，不開心就發��。��行為在部�家長看來不���，�許��家
長覺得自己是�孩子的表現。但��行為卻會影響孩子的發展，�至影響一生。
幼兒的大�每天的�轉強度是大學生的�倍，是成人的三倍�上，孩子的神經元祇�收到
�良的�界刺激，就會�壯成長。「�元�」是發�幼兒�部的重�關鍵。
根�經驗所得，當孩子學會了�三件事�對�的成長和學
�會�很大的裨益，�論在寫字的��上、學��力和�度
上、語言發展上��協助�力、溝��力、��力、�
判性思考�力、�用�訊科技�力、���力、��
問題�力、自我�理�力和研��力��都會發展
��，錦上添�。
我們一�為孩子，願孩子們擁�錦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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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級務報告
2020-2021
祁玉玲老師

區

卉老師

K1 級務報告

2020 年 9 月 29 日，對 K1 小朋友而言，是�們一直期�已久的大日子—
開課日。轉眼間，我們已經相�半年�了，很�幸可�成為本年度 K1 �的�
主�，見證可�的孩子開開心心�開�校�生活，在正式面授課堂�� ZOOM
課堂，�同學們先�我們�識和建立關�，使孩子開�面授課堂�顯得�別雀
�，更�不少同學會主動�家人�享自己的校�生活點滴，老師為��到高興
和欣�。同�，孩子們的每張��，都�作老師�力工作的動力，希���孩
子共同學�、�步和成長。
雖�因疫�關�，11 月 14 日又再次停課，我們祇�暫�在�上見面，但
看到你們仍��於學�和投�課堂，老師真的為你們�到驕�！

很高興 2 月 22 日開�可�讓三�一同學恢復面授課堂，現在已�面復課，
��你們天天見面真高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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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綺玲老師

柳凱瑩老師

在往�的日子，老師希�孩子們健����成長，並懷��良的心，做個
�家人、�老師、�同學和�自己的�寶寶。

幼兒班 同學 的 學習生活
2

K1A

K1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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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C

學校幫我們慶祝生日，好開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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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是什麼動物在底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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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W

與外籍老師對話無難度

在斜板上，車子是怎樣走的？

看！我改變了世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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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級務報告
2020-2021

K2 級務報告

�光飛�，轉眼間你們已經成為��的哥哥��。回想�在準��學年的工
作�，我們一方面�心你們因幼兒�下學年停課的關�，��重��應校�生活；
另一方面又期��你們重�。在九月和二月回復面授課堂�，看見你們�主動�
校長�老師們打招呼、注重防疫�，更投�學�，老師見證�你們的轉變�成長
而�到�欣和喜�。
你們不再是依�爸�照�的幼兒，而是��活力��學的小朋友。在疫�之
下，你們依����勤奮學�的心，�力學�和面對不同的挑戰。

黎穎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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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美寳老師

�個學年，雖�你們在幼稚��校長、主�、老師、���同學相�的
�間變少了，幸�的是我們��陪伴�見證你們的成長。希�下學期�繼續
�你們��更���回憶。��，我們祝各位同學��健�，�力向���！

低班 同學 的 學習生活

K2A

K2B

K2C

K2D

齊齊來分類

你知道我們在扮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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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開心心生日會

鬥鬥看誰更快指出答案 !

蘇婷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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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朗老師

3 1

成功自製生態球，Yeah！

不給糖，就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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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張笑麗老師

伍萃盈主任

莊幸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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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賢老師

轉眼間同學們已完成了上學期課�，雖�本學期上學的日子只�大約�個月，
在短短的相�中，老師已看到你們的成長和轉變。
在疫�的影響下，高�同學在去年上學的日子�只��個月，作為老師都為
你們�到心痛，心痛你們�乏了���而正規的學�而會影響你們的�緒和�應
�力，幸�，高�同學們不但��步掌握高�的課�，更��應各項課室的防疫
措�，仍�是一群�學和活潑的小�袖。
同學們��繪本故事學�詞彙、理�和朗讀技巧，加強了合作性和自信心；
���作則提升了你們的�意和想�力；同����索活動，亦增強了同學們的
�奇心和�難�力。
老師看見同學們����的�容參加 ZOOM 課堂，我們真是高興，現
在�面�復面授課�，實在是一個�的開�。期��每天見到你們，��你
們一�便是我們�大的欣�和�足，祝各位家長和同學��健�，�口常
開！

高班 同學 的 學習生活

K3A

2

2

K3C

赤腳感覺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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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衣裳添上美麗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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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級務報告

K3B

3 1

3 1

我們千萬要接住啊

探索小飛機的平衡力

K3W

放大！縮小？快來看

看！我們的藝術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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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 和 愉快 的 學習園地
A
b

A
C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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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親子遊戲

幼兒喜動操

職業治療師、
A 小小知識教教您

家居小遊戲

A
b

b

C

C

A
b

C

小肌肉家居活動

大肌肉家居活動

A
b

C

普通話、英語
輕鬆學習無難度

有趣普通話
愉快學英語 ( 幼兒班 )

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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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學英語 ( 低班 )

愉快學英語 ( 高班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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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老師的話
Hello, my name is Iana.
As a hardworking and
enthusiastic teacher,
I’m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and eager to
instil a love for learning in
others. I am happy that
the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social, e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needs are
engaged in our interactive
lessons. My students inspire
me to broaden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s a teacher. It would be a joy for me to
see my students develop a love for learning.

NET Teacher Ms. Iana (K1)

家 長 心 聲
轉眼間，上學期就�結束了。雖�
疫�期間，上課的�間不�，但孩子每
一�回到校�，都�到�别溫暖，開
心！�别��老師們每�的�上課�
都�盡心思，讓思�十�期�，很�
真去學�，�是不想結束課�！孩子
的每一個成長，都�不開老師的辛勤
付出和��。�常��學校和老師，
培�出學生自强，獨立的一面！另一
方面，學校給予孩子�方位的栽培，
不但�重品德的培�，智�的發展
和人�關�的��，更關注到孩
子��的陶治。
在�期間，我們家長
�留守家中做�抗疫，
期�早日重�校�，
老師的懷抱中！

K1C 劉思微家長

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Iqra. I’m
grateful to have the liberty to design
fruitful lessons for my students.
Teaching is my passion, and students
enjoy my lessons with a lot of energy to
participate. Students discover the joy of
learning from building basic vocabulary
and conversational skills to learning
complex grammar rule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while making memories they can
reflect on years later.

b

寶貝，�你的每一天，爸爸�
�的日子都�別璀�和���彩，
雖�疫�期間未�到學校上課，但
依�收到學校�老師們的�限關
懷，給你��發揮自己學�知識的
�間，在�我們由衷心��校長和
老師的辛勤付出，每一點一滴都是
用心設計和���心，爸爸��
真的為你�到幸�你��讀馬陳
景�幼稚��個���的學��
�，希�你往�的日子都是開開
心心，健健���成長。

C

NET Teacher Ms. Iqra (K2)

K2A 霍若霖家長

Hello! My name is Vinita. I am
very passionate about working with
young learners. I am pleased to
see that our students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terms of learning
and playing for our students. The
students are genuinely happy and
engaged in our English Lessons.
They love games and are alway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interactive
class activities. Hopefully, with the
right guidance, the children will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NET Teacher Ms. Vinita (K3)

普通話老師的話
作為一�普�話老師，�開心的事��
於孩子們用�們稚�的�音用普�話跟自
己交�，所�每當�到孩子們用普�話打
招呼、唱兒歌或玩���，我的心裏��
不出的高興��動。看到��孩子從開
��怯不��普�話，到�來�自信�
�、抑揚頓挫�表演普�話朗誦，對我
來�，是��，更是一種鼓�。�學年，
我會繼續融�孩子們的世界，使�們�
受普�話的�味，激發�們的語言�力，
陪伴�們一���學�、��成長！

普通話老師 李琴

��幸��會��在�裏對校長、主�、各位老師���
��：��！��每一位對家�的關心和��。不經不覺���
�，�一�我�在�所學校�出 7 年，因為家中 3 位寶寶都在
�裏��，而我在�裏�產生了不少��，學校每一年都�不
同的轉變和�步，當中�的老師�休、�的老師當了��、�
的老師升�和亦����的老師，��校長都�理得�常�當，
�所�人都�到��和順利。而學校每年暑假都會翻�校�和加
添�設�，在每個�學年都會給學生�景�。�欣賞學校早年更
��場��，可減少學童在���碰撞�來受傷的�會，同�練
�����減輕學童關�受�，�一一都是學校對學生的關�。

在��別的一年��挑戰，因疫
�被�停課，小�相當掛�校�生
活，而老師利用�子科技�行
ZOOM 課 堂 和 細 心 設 計 不 同
學�活動短�和家居功課�
�。��學校��員�力
應變，鼓勵同學們在停課
期間��良�學��度。

��，是結束，�是
一個開�。願家��謹記
老師�誨，繼續�真學�，
��享受小學生活！

祝你們工作順利，��
健�！

K3B 伍家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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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防疫小貼士
用 1:99 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家居，其後用清水抹乾
定期注水（約半公升）入 U 型隔氣排水渠管
開抽氣扇時，切勿關上所有門窗
垃圾應先包好，再放置於有蓋垃圾桶內。垃圾桶至少
每日清洗一次，並定期以 1:49 家用稀釋漂白水消毒

趣味小遊戲
( 防疫措施你要知！ )

戴口罩

確保雙手
保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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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室內通風

避免帶有
細菌的污水
沾上衣物

保持社交距離

降低接觸
傳染者的機會

勤洗手

空氣流通可
減少空氣中
細菌的含量

如廁後，
蓋上廁板沖水

預防
呼吸道感染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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