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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感言 

  時光飛逝，小兒鎧藍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完結，亦
都代表小兒長大了，要去踏入小一生。回想第一天牽著鎧
藍的小手送他到學校門口，看著他含著淚入課室，媽媽內
心都十分不捨，還記得易校長對我說︰「媽媽，要放手比
佢嘗試，唔好再望啦，再望小兒就會喊到拆天。」到現在
見到小兒每天都向我分享學校生活點滴，每天聽他唱歌，
每天聽他講今日學習什麼東西，小兒真的成長了。疫情期
間，聽到最多的是：「媽媽，好想返校，好掛住大家。」
所以很感恩小兒能擁有和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這全賴校
長及一眾教職員對教學的熱誠，抱負及對小朋友無微不至
的愛才能夠完成，衷心感謝你們無私的付出，真的辛苦你
們了! 

吳鎧藍 家長 

  匆匆四年，轉眼即逝，感謝這四年間對
邦邦的教導和照顧 ; 您們總是會用盡心思的
為學生著想，校長、主任、老師、嬸嬸謝謝
您們! 
  幼稚園生活已進入尾聲，邦邦萬般不捨，
但我相信他在這裡的生活點滴將成為一段美
好的回憶，再次感謝各位令他渡過了愉快和
充實的四年。 
  最後祝願貴校師生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鄭儲邦 家長 

  非常感謝和榮幸可以在貴校畢業，
黃詩雅經歷了一個愉快學習的階段且
令她很愛上學。非常感謝校內上至校
長，下至嬸嬸的教導和照料。 
  特別鳴謝黃詩雅會時常掛在口邊
的欣儀老師、林老師、鄧老師和余老
師。 

黃詩雅 家長 

  回想起囡囡在方譚的三年內，每當問
起學校都會開心分享“林老師有新玩具”、
“潘老師有昆蟲”、“同余老師畫畫”、
“曾老師講故事”等!我十分感恩給予她
一個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雖然於2019年的疫情而失去一個完
整的回憶，但亦無減她掛念校里的“睡覺”
和 “希望”。 
 

劉佩祺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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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校長、老師、工友們帶
給我的女兒有一個健康、愉快的
童年學習環境，能幫到她在升上
小一時學會自律和學習態度，能
給她有一個年幼時上幼稚園的美
麗回憶，還有要多謝妳們對我的
女兒關心和愛護。 

 
蔡明卉 家長 

致校長，各位老師、嬸嬸 
  由第一天上學到現在，轉眼間已經過了三年，
現在穎霖準備迎接一個新階段，感謝各位老師在
這段期間教而不倦，循循善誘的悉心教導，令女
兒一天一天成長，回想第一年上學初期，穎霖不
適應學校環境而有小情緒，經老師們耐心開導後，
她逐漸慢慢喜歡上學，放學後跟我們分享老師們
上課及同學們相處的趣事點滴，我們亦感謝校內
嬸嬸們對穎霖耐心照顧，從幼苗茁壯成長，全賴
你們付出的心血和愛護，令到女兒打好基礎，迎
接小學新生活。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和每一位老師
付出的愛心和教導，祝大家健康快樂。 
 

黃穎霖 家長 

  在現今的社會，高度重視學術成就及在物質豐盛的生
活下，很多家長或小朋友都會集中把成績放到最高位，而
品德往往就會放在其後。很感恩Timmy仔有幸在「保良局
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園」，這個充滿愛心和重
視正向教育的環境中學習及成長，眼見他在過去這三年時
間成長了不少，有些舉動更會令我們感到很欣慰。我們希
望他能在這優秀的學習環境和老師教導下明白到品德的重
要及繼續培養良好的品行，讓他賺到足以享用一生的真正
財富!最後，很感激各位在這三年教導及照顧過Timmy仔
的老師及嬸嬸們!特別是班主任陳欣儀老師，Timmy仔和
我們都很喜歡妳^V^ 

馮葰宇 家長 

  光陰似箭，眨眼間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即將告
別了。回想己僑第一年剛踏入校園，還是父母眼
中的“BB”，難離難捨鬆開我的手上學。現在已
搖身一變成為自理能力強的小男孩，這都有賴學
校全體的老師、校長、嬸嬸們的悉心教導及細心
照顧。特別在這一年半的疫情下，學校跟家長過
得不容易。家長擔心子女的學業進度，因此學校
都做到停學不停課，解決家長疑慮。期望己僑及
其他學生在校園學到的各種基礎知識，漸漸在未
來的校園再發光發熱。感激幼稚園全體員工^V^ 
 

劉己僑 家長 

  芑兒因疫情關係，都已經停學
一年，雖然不能上學，但老師們為
小朋友準備還比她們上學多，於網
上同樣看到老師的努力，辛苦你們
了。多謝和再見了。 
 

林芑兒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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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很感謝貴校當初願意讓昱霖入讀，
在報五間、四間可以面試，四間全後備的情
況下，給他一個機會，他擁有三年美好愉快
又精彩的學習，貴校功不可沒。     
  其次，感謝貴校全體仝人對他的教導及
照顧，他從你們身上學習到如何照顧及關懷
別人，讓他成為一個既有「外在美」，又有
「內在美」的小孩。 
  最後，感謝老師包容我這個「三不家
長」，不管教(放牛式)，不參與學校活動(抱
歉工作很忙)，「不嚴謹」(對很多事也無所
謂)，你們讓我快樂地當了三年家長，感謝! 

陳昱霖 家長 

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家長︰ 
  逸朗是插班生，雖然一年校園生活因
疫情關係，大家的接觸很少，但是感覺到
小朋友返學上課是很開心，老師關懷愛心
和同學家長們熱情深深。感覺到現即將離
校，希望大家開心快樂，小朋友們勇敢面
對新校園生活，大家努力加油! 
 

黃逸朗 家長 

  三年來，回首才發現孩子都
已經長大了，不再是老師眼中的
鼻涕蟲。風雨同舟，我們攜手與
共。老師那慈祥的目光依然在孩
子的心中，如陽光照亮著。時光
總是太短暫，轉眼間就到了與你
們分離的時刻，不管有多麼的不
捨，但記憶會留在腦海內。在此
說聲︰「老師，謝謝您們!」 

 
吳鍵濠 家長 

給校長、老師及工友: 
  孩子們快將畢業了，不知不覺在
幼稚園過了相當充實的三年。由當初
害怕離開父母步入校園，到現在開開
心心，載歌載舞地回校及回家後有說
不完的校園趣事，小朋友真的長大了
很多呢!這都有賴學校老師們、工友們
的教導和照顧。特別在這兩年，在肺
炎的侵襲下，更見不容易呢!感激老師
們在這環境下仍努力陪伴小朋友成長。
在小朋友成長的過程擔當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謝謝!   

 
李凱宇 家長 

  世界上有一種情，超越了親情，
友情，那就是老師對孩子們的無微不
至的關懷之情，對孩子們的細心教導
之情。 
  感謝老師常給予孩子最及時的指
導和最有親和力的溝通，讓孩子在學
習上更大的動力，才能有這麼出色，
謝謝老師。 

 
黃宇烽 家長 

  仲記得妡妡讀K1時，仍會不時扭計，
不想返學，鬧情緒，都難免會令人擔心，但
後來好快就融入了學校生活，認識了很多非
常要好的同學仔，與同學相處非常開心，同
學們之間亦懂得互相關心，這些都離不開老
師們及易校長的悉心栽培，非常感謝您們，
包括欣儀老師、劉老師，十分感謝! 
  最後，祝福這班“羊咩咩”同學仔健康
快樂成長! 

  

陳俞妡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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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轉眼間要離開這所充
滿愛心的大家庭了! 雖然心裡滿滿
的不捨。我們仍會帶著微笑，祝
福所有同學有美好的小學生活
^V^學校所有教職員，嬸嬸們生
活幸福美滿，大家都身體健康，
GOOD HEALTH! 
 

彭芊語 家長 

  不經不覺丞喆在這裡經歷了3年的成長，
回想起丞喆剛入學的時候，只是一位小豆
丁，到現在能懂得與人分享，懂得關心及
照顧身邊的人，自信心和自理能力也增強，
知識上更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些都離不開
這3年來各級老師們愛心和耐心的教導，是
您們辛勤的付出，令他逐漸成長。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們對丞喆的教
導及照顧，老師們對孩子的關心和幫助，
我們家長都是看在眼裡，說在心中。 
祝  貴校各人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生活美滿! 
 

鄭丞喆 家長 

  感謝校長、主任、老師、社工姑
娘、校園嬸嬸們等…對我孩子的關愛
與照顧，孩子的成長需要你們的關懷
與輔助，對你們的感激無法用語言來
表達，但卻記在心中!祝願老師們桃李
天下，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孩子的明
天會因為有你的教育而感到驕傲! 
   天涯海角有盡處，只有師恩無窮期。
感謝你們，老師，辛苦了! 
 

鄧穎婷 家長 

  感謝學校這四年來對弦宸的栽培
和培養，這四年來能看到弦宸的成長
和極大的改變都是離不開學校和老師
們的悉心栽培。由弦宸小時候的沉默
寡言的一個小朋友轉變成一個開朗、
喜歡與人溝通的小朋友，小朋友這幾
年的種種改變都離不開老師們的教導，
在這裡，再此感謝校長與老師的辛苦
付出，老師們辛苦了!感謝校長! 
 

李弦宸 家長 

親愛的易校長、各位老師 
  感謝各位這幾年對楷鈞三年的照顧
與教導。楷鈞這三年在各位悉心照顧下，
得到一個愉快、開心的童年，亦明白在
疫情下，各位教育工作者依然緊守崗位，
盡心盡力照顧好每一位小朋友。最後祝
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生活如意。 
 

呂楷鈞 家長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小朋友又踏上
新的路途。感謝幼稚園的全體人員一直
對小朋友的教導，悉心的照顧，令每位
畢業生開開心心迎接小一新生活。新一
年新開始，加油!! ^V^ 
  祝願校長、主任、老師、文員、嬸
嬸、各位家長、各畢業生，工作順利!
身體健康! 

 

黃建熙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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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駿堯轉眼間已經在貴校渡
過幼稚園生活，雖然在學習途中，遇上不少困
難，無論在學習上或在成長道路等都一一見証
駿堯的進步，特別在K2，K3這段期間，疫情
的出現，由以往的實體堂轉用線上形式的學習，
對於駿堯來說是一個十分難忘的新體驗，藉此
多謝校長、各位老師、主任、嬸嬸，在艱辛的
時間，仍不斷為幼兒付出及努力，當中的「甜
酸苦辣」或相信作為家長的我是十分體會到，
再次感激各位及感恩駿堯學習路途上能得到各
位的愛錫。 

 劉駿堯 家長 

  衷心感謝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
園內，易校長、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工友姐姐
及各員工對大兒梓諾及小兒梓諄的悉心照顧及教導。 
   幼稚園就好像小朋友的第二個家，作為父母的我
們很開心見到梓諾、梓諄在這個大家庭中快樂，健康
成長，與小朋友們相親相愛，從中亦學會了不同的知
識及良好的品德。時間飛逝，好快梓諄就在幼稚園畢
業喇!將會進入他第二個學習的階段，當中真的十分依
依不捨及感激園內各員工對梓諄無微不至的付出及關
愛。在此祝願，幼稚園校長、主任、老師及同工們身
體健康!工作愉快!主恩滿溢! 
 

 黎梓諄 家長 

  感謝老師對孩子的關愛與照顧，
孩子的成長需要你們的關懷與輔助。
對你的感謝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但會
記在心中。祝願老師桃李滿天下，工
作順利，身體健康，孩子的明天會因
為你們的教育而更加燦爛。 

 

溫子柔 家長 

  首先非常感謝校長，各位主任，各
位老師以及嬸嬸們這三年來對胤妤的辛
苦付出，精心栽培和細心呵護，讓胤妤
在貴幼兒園渡過開心和快樂的三年幼兒
園生活。胤妤從一個內向膽小逐漸變得
開朗自樂，喜歡上堂，學習，畫畫，都
離不開幼稚園每位老師的付出，非常感
恩校長，主任，老師及嬸嬸們在這即將
畢業的時候，再次感謝幼稚園全體人
員! 
 

陳胤妤 家長 

  轉眼間，孩子們已快將
畢業，要離開幼稚園，升讀
小學，雖有不捨，但也代表
著孩子的成長迅即，希望各
位小朋友都好好學習有美好
的將來。 
 

羅詩淇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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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畢業典禮花絮 

我們畢業了! 
多謝易校長、主任、 
老師、嬸嬸及文員 
一直以來的教導和照顧! 

看看我們的表演
精彩嗎? 

也謝謝家人對 
我的愛護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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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慶祝活動 親子活動 /家長活動 

8月 

 
高班畢業禮  

17/8 
 

 
低班家長會  

21/8 
 

 
生日會  
20/8 

 

幼兒班新生適應日 
28/8 

9月 
 

 
中秋節提燈會  

17/9 
 

 
高班家長會  

4/9 
 
 

初班及幼兒班家長會  
25/9 

 

各位家長如對本園服務有任何意見及建議，歡迎與本園職員聯絡或來涵。 
您的意見有助提升服務質素，令服務達至臻善，多謝支持！ 
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園 

聯絡人：易愛玲校長 

電話：2327 7561   傳真：2350 6896 

電郵：tszwanshan@poleungkuk.org.hk 

地址：慈雲山慈民邨民泰樓1,2,5-12號地下 

 

 

幼兒服務 延展服務 暫託服務 兼收服務 

保良局總部 

聯絡人：助理社會服務部總幹事（幼兒服務） 

電話：2277 8219   傳真：2504 1996 

電郵：childcare@poleungkuk.org.hk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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