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份遙遙就要上小一了，在

呂明才幼稚園度過了三年快樂的

時光。三位老師都是非常年輕的女

孩子，但都有一顆愛孩子的心，女

兒亦很喜愛老師們。我也很喜歡

「閱讀越有趣」計劃，培養孩子有

朗讀的習慣，受益良多。 

 

沈允遙家長 

  林林快要畢業了，回想她哭著

上校車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有天她

放學下車時唱起︰「我愛我的媽

媽，媽媽真偉大，媽媽教我努力做

個好佳佳（乖乖)。」給我聽，然

後送上鮮花。這是我人生第一份亦

是最難忘的母親節禮物，很窩心很

感動！今日她快將成為小學生，感

恩遇上每位老師、校長和同學，給

向林一個充滿喜樂的校園生活。在

這裡我深深體會到教學從來不是

校園的大小，而是教學者的心。 

 

吳向林家長 



 
  由女兒 2008 年入學，至今 2016 年 

            兒子畢業，呂明才幼稚園與我們家庭同 

          行整整八年。一行兩歲入學，當時他言語 

       模糊，仍會尿濕。家庭生活以外，學校老師

擔起了傳授孩子自理技能的角色，上廁所、進食、常

規認知、穿衣、走樓梯、執匙羹…協助我們將這兩歲

的小人兒變得獨立一些、自信一些。孩子日漸長大，

對學校的歸屬感愈濃。高班後，一行知道自己將畢業

升小一，一方面他冀盼小學生活，另一方面又常常告

訴我們捨不得老師和同學，一想到畢業便想哭。聽到

他的分享，我們也深受感動，這必是校長、老師們對

學生的愛惜，在校園內竭力建立彼此相愛的環境，滋

養孩子，溫暖他們，讓他們內心萌出愛和情。衷心感

謝校長、老師、各位姐姐對一行的教導和鼓勵，跟我

們一 

     起守護、培育他整整四年，讓他和我們都擁有 

     一個「捨不得」的幼稚園生活！ 

 

朱一行家長 

 

  時間一晃就快三年了， 

回想起 K1 時彤彤從一個早上不 

肯起牀要哭着返學到 K2 主動返學， 

每天都和媽媽一起步行返到學校上

課，回家會主動做功課，且在這學年

開始，配合教學内容，認識生字多了，

識寫中文字也多了，媽媽發現彤彤長

大了，懂事了，無論在學習上和操行

上都進了一大步，到 K3 更像小老師那

般教導弟弟君寶，如認讀、加數……

日常生活的玩耍與學習，增添和豐富

他們姐弟俩深厚感情，這一切都是家

長所盼望和欣慰的。 

 

             阮凱彤家長 



  

  轉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

結束，我發覺靜言在這三年快樂的校

園生活中，已不知不覺間逐漸成長。

回想起她剛剛入讀幼兒班小小個子

的模樣，到現在即將入讀小學的小女

孩，作為媽媽的我，感受至深。而靜

言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學校活動是小

蜜蜂計劃，每次看見她穿上小蜜蜂制

服，開開心心、精精神神地上學去，

我亦能感受到她對上學的期待及喜

悅﹗ 

姚靜言家長 

  轉眼四年的幼稚園生涯快將

完結，回想第一次跟招校長面試時

的情境還歷歷在目，當日展裎還在

面試中睡著了！ 

  這四年間她由學校帶回來的

畫作，功課，知識及有趣的經歷，

都能讓我們知道她是在快樂中學

習及成長。 

  感謝校長、老師們、林小姐及

姐姐對她的照顧及包容。 

張展裎家長 



 
  

  2015 年 3 月 9 號對於張峻軒

小朋友來說是一個幸運的日子，

因為他入讀了柴灣學前教育中心

呂明才幼稚園。他從一句廣東話

都不會聽，不會說，到今天為止，

經過老師們的耐心教導，耐心的

陪伴中學會了很多東西。我很感

謝招校長給峻軒小朋友這個機

會，很感謝老師們對峻軒的辛苦

付出，看到孩子在這一年半中有

好大的變化很感動，謝謝！ 

 

張峻軒家長 

  還記得 2012 年上學的第一 

天，善孜細小的身影，背著大大的 

書包，拖著爸爸的手戰戰兢兢地上學

去。光陰似箭，就這樣四年的幼稚園生

活快將完結了。 

  善孜很喜歡校園生活，在老師的愛

心教育下，除了得到知識外，還能各方

面健康地成長。而且善孜最感到窩心

的，是他失落或害怕時，老師會主動抱

抱他、慰問他。作為家長的我，能遇到

這樣無私奉獻的學校，真的萬分感謝。 

  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幸福美

滿。 

 

張善孜家長 



  

        說起四年前，爸爸媽媽牽著子諾的小手，邁著蹣跚的腳步走進浸信 

      會的大門。眼前的一切對於子諾來說，是那樣的陌生和新奇呢！ 

        還記得子諾在讀預備班兩歲半的時候，他還不太會講話，吃東西也吃得 

有點「輪盡」，走路時也不太穩陣。但現在的他很會說話，吃東西也不落人後，生活 

自理都能獨立完成，真的是個大哥哥了！ 

  畢業了，你要感謝校長和所有老師們，也要感謝每天陪你一同玩耍、學習的同學們。相信你一定

會記得這裡的一切，會是你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憶。 

  祝福你，也祝福所有畢業的小朋友們畢業快樂！ 

  最後也不忘感謝天上的神，沒有祢的恩典，就沒有今天健康快樂成長的子諾啊！阿門！ 

 

 

潘子諾家長 

  時光飛逝，小女靖嵐即將踏入 

人生的另一個學習新領域，女兒對學 

校師長實在依依不捨。 

  我們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及所有教務 

人員對孩子的關懷與教導，使孩子的成長過程 

得到無盡滋養，根基得以紮穩，滿有信心面對成長

中的種種挑戰。 

  看著孩子漸漸學懂照顧自己、一天比一天享受

學習過程中帶來的樂趣，更漸漸學會關心年紀幼小

的小朋友，為人父母的實在深深銘感。 

  冀盼天父的愛、祝福與恩典常與你們同在，願

天父加給你們無限的力量與耐心面對繁重的教務工

作，並帶領更多孩子認識天父的愛。 

  最後，祝願畢業班的每一位同學身心健康、喜

樂與恩典天天圍繞您們！ 

 

          盧靖嵐家長 



  

  首先多謝過去四年在校一直幫助

芷瑤成長的各位老師，行政助理及不能

缺少的姐姐們每天為孩子們製造豐富

有營養的食物。過去的每一年芷瑤都在

改變，記得剛到學校的她又哭又不懂

事，慢慢地她學會了幫助別人，明白道

理，老師亦在她低班時頒了一個「情意

及群性發展優異奬」給她！她的畫也曾

出現在學校的樓梯間，她自己看到也興

奮地介紹起內容來。 

 

陳芷瑤家長 

  各位老師，您好，陳梓謙由 K1

至 K3 都很膽小，但在學校得到老

師的悉心教導，使他懂得更多，學

識更多。膽小隨着知識和時間慢慢

成長起來，謝謝各位老師的關愛和

輔導。 

 

陳梓謙家長 



  

  馨怡自兩歲進入幼稚園，還記

得剛剛開始上學的時候，她不喜歡

上課還放聲大哭着要走，到了適應

了之後，就覺得幼稚園很好玩，還

可以和很多小朋友一起上課很開

心，看到馨怡逐漸長大，能做到很

多事情，還會讀和寫作業，真的多

謝老師們用心地教導，現在幼稚園

的生活快結束了，即將要上小學

了，希望她要繼續努力啊。 

陳馨怡家長 

  要回想起錡錡這四年來的幼 

稚園生活，有什麼事令到我們父母最 

為感動同難忘的，莫過於錡錡第一日要 

上 N 班的時候，那樣我們都很早準備上學

所需的東西，在上學的途中我抱着他跟他

說：「錡錡！你要乖，要聽老師話，不要

常常哭。」然後當他踏進校門那刻，我們

都依依不捨地說再見，到了現在，時間過

得很快，就這樣過了四年的幼稚園生活，

錡錡從什麼都不懂到現在很多事情上都

做得很好，我們要在這裏衷心多謝所有老

師、校長、校工的全心全意教導和照顧，

實在感激萬分！ 

 

                 雲澧錡家長 



 
               回想起剛入學時是一位 2 

     歲的 BB，但一轉眼已幼稚園畢 

    業，幸好，俊熹很喜歡這間學校，  

  這裡的老師和同學，短短的 3 年半已產

生濃厚的感情，就像一個溫暖開心的大家

庭，讓他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幼稚園生活。 

  有一次，他生病未能上學，但起床後嚷

著要去上學， 放假期間又經常問什麼時候

上學。 

  近期綵排畢業表演和唱歌，但他唱歌時

竟感觸到哭了起來，原因是很捨不得老師和

同學。 

  畢業前，藉此多謝校長和老師的悉心教

導，林小姐和校工姐姐的幫忙和照顧，謝 

謝你們！ 

 

        陳俊熹家長 

  不知不覺間已經四個寒暑， 

 柏喬由甚麼都不懂的一張白紙， 

 經過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後， 四年間 

已成長了不少。  

  由預備班陳老師教懂柏喬基本的秩序開

始， 到幼兒班蔡老師提昇自理能力， 再到低

班和高班的張老師、謝老師和許老師開始寫字

等等， 這種種看似簡單的東西，若沒有一班充

滿熱誠和愛心的老師支持和鼓勵，肯定沒有現

在的柏喬。 

  在臨別這一刻雖然依依不捨，但柏喬定必

記得過去四年在幼稚園中的點滴。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多謝各位老師 

的付出。 

        陳柏喬家長 

 



  

  芷翹今年七月便要離開這所經歷了三年愉快學習生活的幼稚園。邁進人生

第二個學習場所，小學。 

  回想芷翹第一天上學情景，那些興奮、新奇、忐忑、害怕的表情和情緒，

還歷歷在目，猶如昨天發生一樣。幸有愛心而溫柔的校長、老師們、姨姨們悉

心教導和照顧，好讓芷翹過了一個充滿了愛和愉快學習的幼稚園生活。謹此謝

謝！！😊 

                       

鄧芷翹家長 

  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結束，回想起浩然由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子，到

現在懂得寫字、遵守規則、待人有禮，亦懂得與小朋友相處，使他有一個開心

愉快的幼稚園生活。多得校長、各位老師悉心教導。謝謝你們！ 

 

鄭浩然家長 



  

  時光如流水般匆匆流逝，回想三年前，稚嫩的鍵翔帶着既期待又興奮的心 

情踏入了幼稚園的生活，由最初不太懂事的他，到現在學會了很多生活、學習和

社交的知識，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姐姐的悉心教導和愛護，同時感謝學校給予

他這三年美好的快樂時光。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主內平安！ 

 

馮鍵翔家長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靖彤畢業了。 回想這四年，她由躲在我背後的 

 小豆丁， 變成一個有自信的可人兒。 每天拖著弟弟進入校園，這場景既溫馨又 

感人。 要多謝幼稚園的每一位教職員，每天以身作則的教導我女兒。 使她學懂了禮

貌、溫柔和耐性，學懂了許多新事物、新知識，也因為你們，她很喜歡上學，很喜

歡閱讀。 

  離校在即，在此衷心感謝你們， 

也祝願你們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繼 

續為我們栽培更多小樹苗，努力呀！ 

多謝! 

 

           楊靖彤家長 



  

  真的光陰似箭！還記得四年前帶致森上學，那個哭著叫媽媽，抱著媽媽不肯放的情景，就好

像昨天的事······怎麼轉眼間，已經要畢業了！在柴灣浸信會呂明才幼稚園的四年裡，看到致森每一

天在成長，由當日的小寶寶到今天的小大人，心裡確實有無比的感動！ 

  莫主任、班主任張老師、謝老師、許老師、普通話蘇老師、英文老師，還有很多其他的老師，

以及各位嬸嬸和林小姐，很感謝您們的悉心教導及細心呵護，令小朋友擴闊了眼界，不單是課本

的字詞，更重要的是慢慢學會了待人接物的態度。參加了過往很多的活動，如運動會、戶外參觀

活動、學校旅行、節日派對等，都可以看到您們用了很多的心思及努力，我們樂在其中，亦留下

了美好的回憶！多謝你們令致森有個快樂的幼稚園生活。 

  招校長，與你言談間很感受到你對幼兒教學的熱情，以及對小朋友的關愛，難怪小朋友都那

麼喜歡你！ 

  致森要畢業了，真的很不捨得呢！ 

  在此，祝願各位小朋友升上小一後都能很快的適應新環境，積極樂觀的面對，享受學習帶來

的樂趣！ 

 

 陳致森家長 



  

  不經不覺細囡熙婷都快將畢業

了，回想起大囡和細囡加起來共八年在

柴浸讀幼稚園，聽起來八年好像很長的

時間，但一眨眼就過了，今年的感覺真

的很大，大囡畢業真的沒有這麼大感

覺，因為細囡接着入讀，但今年真的要

離開柴浸了，所以我和細囡都真的好不

習慣，不捨得同學，不捨得老師和校

長，還有各班的家長呢。 

 

黎熙婷家長 

  小女錢悦瑤入讀 貴校已經四

年了。小女在報名見招校長時，她

不但不害怕，還高興萬分。在校長

和老師們的關愛和盡心盡力的教導

之下，小女每天都是快樂地學習。

謝謝招校長，謝謝各位老師。 

 

錢悅瑤家長 



  

  大家好！四年的幼稚園生活快將

完結，即將展開新一頁，希望和平高班

同學們，包括小囡雨晴，繼續開心快樂

每一天。在這 4 年裡，見到雨晴天天快

樂地學習和成長，得到老師們悉心教

導，以及認識了一班最真最好的同學，

使她留下美好的回憶。待長大後，可回

味小時候的種種快樂的點滴。謝謝！ 

 

鄒雨晴家長 

  三年幼稚園生活好快過，便踏進新

的校園生活，說到這裏，還真不捨相處

了三年的同學，還有耐心教導三年的老

師、校長和校工姐姐，心裏酸酸的，記

得就在最近一次去西貢北潭涌親子旅

遊，我女兒興奮得早早起床梳洗整理，

要早到學校和老師、同學一起好好玩

耍，珍惜幼兒時的美好時光。最後我們

衷心感謝老師和校長在這三年裏教導

女兒學習日常生活的知識，謝謝！ 

蕭君怡家長 



  

           很感恩，小女熙芝能就讀浸信會 

呂明才幼稚園這個快樂的大家庭。皆 

因我感受到學校校長及諸位老師、姐 

姐們都很喜歡及疼愛小孩子，多謝各位老 

師們悉心照顧，熙芝能很容易地適應上學的生

活。透過老師費心的教導，提升了她對學習知識

的興趣。同時，學校為配合主題學習而舉辦的一

些户外課程活動很好地讓小朋友能從活動中領

悟，加深認識。此外，學校還設有家長軒，定期

舉辦有關教育子女的課程，讓家長和學校建立很

好的溝通渠道，共同促進小孩的身心發展。 

  各位老師踏上這幼兒教育工作的路途，實在

是殊不簡單，因為要同時照顧不同性格的學生，

易令身心疲憊。在此衷心地感謝每一位寶貴的老 

   師，讓每一位小孩都有快樂的童年。 

    

極為欣賞及支持你們的高班學童家長 

彭熙芝家長 

 

 

  轉眼那麼快，女兒就快要從愉快 

的幼稚園生活轉換到小學了，要離開相 

處了三年的好朋友、教導了三年的老師、 

姐姐、校長。心中真是五味陳雜！ 

  就在前兩天，小蜜蜂集會的最後一天，我見女

兒坐在床邊看著小蜜蜂制服，我問，怎麼了，還不

換？女兒皺著眉說，媽媽，今天是最後一次小蜜蜂

了，我捨不得。我只得安慰她說，那你就要好好珍

惜今天的集會，記住在小蜜蜂集會裡面所學到的知

識，才不會令老師失望。 

  原來，我這凡事都不會煩惱的女兒也有捨不得

的事。 

  在這，我衷心感謝老師、學校這三年對女兒的

教導。這些教導，就如同設計師在一張白紙繪畫了

最初的藍圖，但這簡單的幾筆，卻是最重要的 

開始。 

     

          黃子玥家長 



  

  時間飛逝，轉眼間四年了，芯悠快

要畢業。 

  看見芯悠一天比一天進步，由當初

回家唱歌，我真是一句都聽不明白，到

現在可以好清晰地聽芯悠向我唱「爸爸

寶貝」，真是要忍著才不令眼淚流出。 

  有著老師的悉心栽培，芯悠可以在

美好的環境下成長，有一個愉快的幼稚

園生活。在此，真的感謝每位老師有教

無類，無私奉獻，誨人不倦。 

 

謝芯悠家長 

  首先，感謝天父的祝福和帶領，讓紫芯在這間學校就讀。四年的時間，轉

眼已過，紫芯將要畢業了。回想起步入校園第一天，還是個什麼也不懂的小娃

娃，到現在學到了應有的知識、群體生活和待人有禮的態度，這一切都衷心感

謝各位老師悉心教導和關顧，讓紫芯在開心愉快的校園生活中學習，最後讓我

們信任神的帶領和意思管教，糾正女兒，讓她有一個榮耀，助人的心。（特別多

謝謝老師、張老師及許老師這兩年用心、勞苦、體恤的幫助和教導） 

 

關紫芯家長 



  

  四年的快樂幼稚園生活快要完結，開始人生另一階段，回想剛入學的幸

宜，在學校學習不同的知識，學習過程令她學懂關心及幫助別人，看見她一

天一天的成長，真是很感謝所有老師悉心的教導。各位小朋友，快要展開人

生的新一頁，願每位小朋友都過着愉快的小學生活。 

 

 

鍾幸宜家長 

  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將結束，記得敏敏

由 K1 的中段才轉到這裡就讀，由她不喜

歡上學慢慢轉變到喜歡上學；由沒有信心

到重拾自信；由不懂得照顧自己變到懂得

照顧自己等等…這一切都是在這兩年多

內在校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才學懂的。所

以我在此多謝柴灣㓎信會的招校長、每一

位老師及姐姐們。特別多謝敏敏的班主任

張老師、謝老師及許老師，多謝你們由

K2 至 K3 連續兩年的悉心教導及照顧，把

敏敏重新打造成為一個有自信、懂得為別

人設想、開朗活潑的小朋友。 

 

鄺銳敏家長 



  

  快樂不知時日過，不經不覺寶貝快將畢業啦！很慶幸梓晴能入讀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

呂明才幼稚園，承蒙老師們悉心的教導，付出無限的愛心，令愛女有個快樂又健康幼稚園生活，

情景，家長還能透過參與學校舉辦之活動如講座、親子旅遊、節日聯歡會等等，彷彿我們也成

份子，與大家一起歡樂，一起憂傷，一起肩負培育下一代的大使命。 

  這段日子裡，梓晴由最初上學不願吃學校膳食，令到老師擔心不已，至現在食量驚人，令

到老師同校長驚喜不已，在此衷心感謝當時幼兒班戴老師和康老師，要令小朋友願意踏出第一

步，足以印證兩位老師努力，百般愛心及忍耐的成果。 

  哈…到低班及高班更精彩，嘩…有三位老師（謝老師、張老師、許老師）既有青春、有活

力、有愛心，對工作有熱誠，仲敢於創新，帶領一班小朋友勇於嘗試新事物，用紙做了一架大

巴士放在班房，小朋友可以入去模擬坐車（仲貼心到有關愛座，錢箱及巴士站等等…），還在

張老師帶領表演一場舞蹈中，由排舞到上台表演過程裡，意外地令到梓晴找到她真正喜歡想學

習的舞蹈是爵士舞，梓晴還在三位老師身上學會了放膽嘗試，好學精神。梓晴 BB 你真有福，

能遇到一班對教育小朋友滿腔熱誠、充滿愛心及有責任的老師。 

  衷心感謝每位老師耐心地引導孩子們成長，把孩子根基紮穩，好面對生命的種種挑戰！ 

  祝願學校明天更美好！ 

 

彭梓晴家長 



 

  還有個多月的日子，詠虹就要畢業了。感謝

各位師長對詠虹的悉心照顧和教導，使她由一個

牙牙學語的幼孩，一步一步地成長。詠虹不但身

量日漸長大，而且在知識上、與人相處及自理能

力也成長了許多。 

  每星期跟詠虹做週記時，我都要求她自己說

出最想記下來的事情。她總愛記下一些開心事，

如生日會、學校旅行、參觀活動、聖誕聯歡、逛

花市活動等。其實很多開心事都是由各位師長帶

給她的呢！各位師長精心為孩子安排的學習活

動，作為家長的我都一一看在眼內，銘記於心。 

  感激之情實在難以言喻！在此再次衷心感謝 

      大家！祝願招校長及各位老師身心 

      康泰！主恩滿溢！ 

 

林詠虹家長 

  三年前，我牽著梓穎的小手，背著

小書包走進幼兒班的課室。眼前的一切

對她來說，是這樣的陌生和新奇！只有

老師和藹可親的笑臉讓她感到溫暖熟

悉。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三年就過去

了，非常感謝老師這三年來對梓穎的關

心和愛護！感謝老師指導孩子如何與

別人相處。 

  今年 7 月就要畢業了，讓我們帶著

校長和老師的祝福及爸媽的期盼，祝每

一位畢業的孩子走向美好的明天。 

 

     蘇梓穎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