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日高班望 張焯翹家長
        終於來到要畢業的這天，回想起，焯翹第一天上學好像
是昨天。怎麼一眨眼就已經過了 3 年。
        焯翹的幼稚園生活真是過得很快，初初只有 2 歲 10 個
月的他，背起書包毅然走進學校裏上課，渡過了很愉快的
K1。
        升上 K2，我們和他都更開心，因為終於可以全日班了。但好境不常，由於疫情嚴重關係，
整個 K2 回校上課的日子並不多，整天都只能看老師用心製作的教學影片。疫情停課期間，
好多謝彭校長，王主任和李姑娘定時來電慰問。讓焯翹在家學習，身心發展都並沒有倒退到
最差。最精彩的 K2 生涯，大部分都只在家中渡過。雖然是這樣，但讓他更珍惜回校的日子，
和老師同學相處。
終於來到 K3，我想對他來說，是很深刻和趕急的一年。但我相信這樣的經歷對他一
定有很深的得著。那怕時間是很短暫，亦很值得令人回味的一年。
很多謝 3 年以來，學校對焯翹的教導和照顧。校長，老師們，姑娘，姐
姐們以及書記小姐。在海星的日子，不論是焯翹，而是我們整個家
庭都獲益良多。每一個你，都是幫忙一起照顧焯翹身心發展。今
天，他長大了，要向外打開翅膀起飛了，他不會忘記校長和
老師們的教誨，溫謙愛勤，努力學習。我們會掛念你們，
全日高班望 鄺浩匡家長
會回來探望大家。謝謝！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主佑平安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浩匡已經快將幼稚園畢業，將會踏入人生另一
階段，回想浩匡這 4 年的校園生活，回憶裏都是甜的。我很感恩你們讓他
在多姿多彩及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
在天主教海星幼稚園，經過老師的教導，培育了浩匡懂得讚美及欣賞，
使他成為一個快樂、樂觀的人。
而這些年最令我難忘的是浩匡參加了基督小幼苗，還記得 K2 聖誕節
時，老師帶領同學一同唱歌跳舞表演，每位隊員都很投入，演出非常精彩，
而這些經驗擴闊了眼光，增強了他們更多的自信。我真的很慶幸浩匡能在
天主教海星幼稚園學習並畢業，給了我和浩匡一段溫暖、美好的回憶！在
未來的日子，我相信他能勇敢面對不同環境的轉變，亦會認真努力學習，
不會辜負你們的教導。
我和家人都衷心感謝，在彭校長的帶領下，令學校變得更美更好，多
謝每位老師一直都很耐心教導、鼓勵、關心學生，亦多謝每位辛勞付出的
工作人員！

親愛的小朋友、家長：
疫情持續，在新常態的狀況下，大家都付出最大的努力堅守本分，讓孩子能繼續健康愉快地上學。感恩大家都能同心同力，做足防疫的工作，也感謝大家
的配合和合作。
2020-21 學年快將過去，今年，我們經歷不同的上學和學習模式，從正面來看，其實小朋友的自學能力相對地有所提升；復課後，我們也看到小朋友對上
學的渴求，而且更珍惜與友伴一同學習、一同玩耍的時光。感恩從復課至今，大家都能保持健康的身體，並努力保持高度的防疫意識，我們才能每天看到小朋
友燦爛的笑容。
暑期將至，期望大家都能在暑假期間，好好休息，為新學年的挑戰作好預備，一同為幼兒的健康和學習繼續努力！當中或許會遇到不同的困難或困擾，請
不忘與我們或社工李姑娘聯絡，一同想辦法處理和解決。雖然，我們還未知道疫情會持續至何時，但我們要有信心，繼續為疫情和有需要的人禱告，祈求天主
保守和賜予我們平安喜樂的心，一同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面對前方的路。
最後，也在此祝福我們的畢業同學，在新的階段繼續跟隨耶穌，把耶穌哥哥教導我們的，實踐出來，把愛和關懷帶給身邊的人，也要做一個有責任心、有
愛心和信心的好孩子。
主佑大家！                                                                                                                                                                                                                                     
彭詠蘭校長

在此，祝學校各人健康、幸福、快樂！
各位家長，大家好！
我是明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 幼稚園駐校社工李卓蘭姑娘，很開心在
幼稚園中與大家同行！家長在兒童成長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家長亦面
對各種的挑戰和照顧壓力。為了實踐「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的信念，我
在學校就家長、兒童和老師支援上，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與大家一起成長。

全日高班信 陸芷芊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結束了。感謝校長、主
任、老師和姐姐們對芷芊的照顧，除了學習上的幫助，品德上的培育，
還有關愛和鼓勵，尤其當小朋友遇到困難時都很主動和熱心幫助小朋
友，和家長保持良好的溝通和配合，令孩子能夠全面發展。
我深信開心的幼稚園生活對孩子將來漫長的學習旅程有很重要
的影響。感恩天主教海星幼稚園就是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回想當初
芷芊由害怕上學到現在熱愛校園生活，由害羞寡言到現在樂於與人互
動，學會探索思考，學會自理、自律，看到她每天都在改變和成長，
作為家長的我真的很高興。
畢業之際，雖有不捨，但幼稚園的三年生活定會是芷芊最美好的
回憶之一。願孩子能繼續秉承啟蒙教育裡學到的真理、義德、愛德、
生命和家庭的價值，在以後的成長中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

一路上，感恩家長的信任和陪伴，透過與家長的個案輔導工作、轉介
服務或危機處理等，看到親子間的用心和付出。同時，亦感謝家長參與我
在學校舉行的家長講座、小組和加油站，希望能為家長注入力量，彼此分
享育兒心得。
兒童工作亦不容忽視，我亦會按兒童需要作評估，提供個別兒童為本
遊戲治療服務， 提升兒童的自尊和自信。我亦曾舉辦不同主題的兒童小組
和活動，例如升小一適應小組、愛德喜品格優勢大哥哥大姐姐網上支援計
劃及網上親子活動等，增加兒童的生活體驗及提升親子關係。

全日高班信 楊焯鋒家長
焯鋒由人生第一次踏入校園的第一天開始，至現在已經差不多四
年，轉眼間幼稚園生涯快將完結，要踏進另一新階段的小學生活，感
謝學校和各位老師的愛不斷地灌溉，焯鋒日漸強壯，相信他一定能勇
敢自信去面對升小學的新挑戰。
經過四年不同的成長階段，看着他由幼小班每天哭着進學校，到
現在高班自己背着書包帶着笑臉上學，這些轉變非常感謝學校讓他建
立了學習的興趣和動力。
疫情關係讓學校生活變得更加可貴，他非常珍惜上學的日子！
再一次感激校長、老師、同工們對焯鋒的關懷。

照顧兒童並不容易，感謝家長及學校緊密的協作下，為兒童建立安全
的避風港，讓他們成為獨一無二的小星星，發光發亮！希望在接下來的日
子中，我能繼續與學校及家長攜手同行，亦祝願即將升學的高班學生，心
存希望和勇氣，做個健康快樂的
小學生。
        如有任何需要，歡迎各位家
長於星期二及星期五學校開放時
間與我或透過老
師與我聯絡。
謝謝大家支持！
駐校社工
李卓蘭姑娘

Hi, this is teacher Sezer.
I came from Turkey a year ago. I am a person who loves to do
sports all the time. I ha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as an amateur player
for 10 years. I played volleyball, tennis, and American football during
my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years. I also love to play badminton.
I am very happy to swim at the weekends. I like to eat dim sum and
hot pot. Watching movies and thinking deeply about these movies
are one of my favorite hobbies.
I had a year full of wonderful experiences with my principal, my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here. The year that started with our video
lessons continued with the chance to have face-to-face lessons with
our students at school.
All the time I spent with my students wa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Generally, we started our lessons with energetic songs.
We learned a lot of useful information and played hundreds of
games. We improved ourselves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all the activities we have done this year, we have had a chance to
discover our capabilities better. I felt
privileged with my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our
principal, parents,
and colleagues
who prepared this
environment for
us.
Teacher Sez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