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love reading books 

我們很喜歡閱讀圖書。 

 

We are singing the rainbow song! 

我們正在學習唱彩虹歌﹗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What sound is it ? 

這是甚麼聲音? 

 

 

 

We are driving! 

我是一個小司機! 

 

透過不同的遊戲，我們發現幼兒們

很喜歡辨別不同動物的叫聲，而且亦十

分享受「交通工具」的主題。在這兩個月

與你們一起共渡了很多愉快時光，能夠

見證你們快樂學習，老師也感到很高興。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能與你們一同享受更

多不同的校園活動。 

                   Ms. Vivian 

 1 月、2 月的生日之星有：

• 李星宇、林天洛、李玥彤、葉匡晉、

林伊彤、吳依娜、丁子游

祝你們生日快樂

 我們透過遊戲認識不同的動物和農曆

新年，假期後我們更嘗試扮演小司

機，學會了遵守交通規則和快與慢的

概念。這些有趣的經驗使我們學習變

得更快樂，亦讓我們更享受校園生

活。

 

Transportation is fun! 

交通工具真有趣! 

 

Let’s save the animals together ! 

 一起拯救動物出來吧! 

 



 

Ice-cream cone stacking game. 
看誰最快把不同顏色的雪糕球疊起。 

 

We are conducting a family role play activity. 
我們正在進行家庭角色扮演活動。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The big ball is coming! 
我們都非常投入參與體能課的傳球活動。 

 

 

讓我們來告訴你那些是有益的食物。 

    為慶祝農曆新年的來臨，我們邀請小朋友

及家長們穿著漂亮的華服回校並舉行慶祝活

動，當中包括新年尋寶遊戲、猜燈謎，以及進

行舞獅遊戲，讓大家都能感受節日的氣氛。 

在「我家在香港」主題裡，小朋們都能透

過角色扮演遊戲，瞭解父母在家中的工作或活

動情況，從而明白自己在家中應盡的責任，養

成良好的習慣。 

1、2 月的生日之星有鄧可楹和黃相霖。  

 

新年假期後，看見幼兒們每天都會

很開心地期待上學，課堂也會簡單地和

老師們分享家中有趣的事情。當中說

話、表達及理解能力亦進步了很多，多

了分享自己的感受及想法，使我深深感

受到小朋友們的成長，在未來的日子，

繼續和你們共同渡過美好的時光! 

Ms Karen 



 

Today we learnt about ‘ovals’ and we are 

colouring them in blue! 

今天我們學習「橢圓形」，並塗上藍色！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We are learning about cooked and uncooked 

food! 

我們正在學習分辨生和熟的食物！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We are learning to jump higher and 

higher to release the balloons. 

我們在學習跳高拍打汽球。 

 

We are busy ants working together! 

你看！我們一起傳皮球。 

 

✓ A very ‘Happy Birthday’ to KHO Liliana, 

TONG Pui-sen and TONG Samuel. 

Wishing you all a fantastic year ahead!  

✓ The ‘Healthy Eating’ theme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helpful for the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food. Children 

were more willing to try new food at 

home after this theme.  

✓ Children were so proud to introduce 

and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in the ‘I live 

in Hong Kong’ theme. It was nice to  

learn about children’s family members.  

   It was so good to know that children were 

more willing to try new food at home after the 

‘Healthy Eating’ theme. Children explored and 

learnt about different fruit – their colour, shape 

texture and seed formation involved a hands-on 

experience for them. For the ‘I live in Hong 

Kong’ theme, children extended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 different rooms in their 

homes as well as their extended families. It was 

good to see children’s responses through the 

activities.                                                   

                              Ms.Priya. 



 

We are learning how to play with tamborine.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We are learning how to play with tamborine.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It’s super fun to be a librarian! 

當圖書館理員真有趣呢！ 

 

Wow! Raw egg and boiled egg are different. 

原來生雞蛋和煮熟了的雞蛋是不同的。 

 

Let me introduce my family members. 

讓我來介紹我的家庭成員吧。 

 

Look! Do you like our lion dance artwork? 

你看！喜歡我們的舞獅圖工嗎? 

 

• 

• 

• 

• 

 



 

Look! We have designed a castle. 
你看!我們用積木砌了一座城堡。 

 

Happy Birthaday to Jan and Feb children. 

祝一月和二月份生日的小朋友生日快樂!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We are all very involved in the physical lesson. 
我們都非常投入參與體能課的活動。 

 

 
我們第一次使用膠刀子切水果。 

⚫ 我們在主題「做個健康好寶寶」裡，認識

了不同種類的食物，包括有水果、肉類和

蔬菜類。 

⚫ 在「香港是的家」的主題中，小朋友主動

向老師介紹家中的成員，更分享家裡有什

麼電器和其用途。 

⚫ 1月及 2月共有 3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

粱珞心、黃芓豫和吳柏朗，祝您們生日快

樂﹗ 

 

新年假期後，老師看見小朋友又長大

了，各方面都進步不少，不論在知識、

技能或情緒，和社交等發展各方面都有

明顯的進步。小朋友多了表達自己的想

法，每天都與老師及同學分享家裡的開

心事及趣事。往後的日子，老師希望能

與你們製造更多開心愉快的回憶。 

Ms. Mandy 

Ms. Mandy 



 

老師帶領我們認識深井的社區設施。 

 

快來參加我們的生日派對!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我們喜歡到戶外上體能堂。 

 
你喜歡吃什麼?我們買給你吧! 

 

• 1月 6日，是閱讀日，當天我們邀請

其中一位媽媽到學校講故事和與我們

一起玩遊戲呢! 

• 1月 20日，是新年派對，當日有很多

遊戲，可以猜燈謎，又有禮物，真開

心! 

• 2月 24日，是次生日會的主題是「奇

幻之旅」，我們都十分享受當日的活

動。 

• 1-2月的生日之星有陳俙妤、韓卓

靈、黃奕嘉。 

 

 

別人說「小孩長得很快」，這句說話是對

的。過了新年假期後，你們在上課時候表

現投入、專注、積極回答老師的問題。看

到好學的你們，我感到很快樂。 

在這個新的主題，你們將面對新的挑戰—

書寫詞語，相信一開始會覺得困難，但不

要害怕，我會在旁邊教導你們，給予支持

及鼓勵。我們一起加油吧! 

                  
                    
 



 

我們喜歡吃香港不同特色小食。 

 

我們最喜歡購物。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我們喜歡到戶外上體能堂。 

 

準備好了嗎?我們一起捉小鴨。 

 

➢ 月 日，大家一起參加了農曆新年的慶

祝活動，還欣賞了精彩的舞獅表演呢

➢ 月 日，舉辦了 栢基彩色世界 ，幼兒

穿了不同顏色的便服回校，分別與不同的

老師相處呢

➢ 月 日，小朋友參與了栢基的「奇幻之

旅」生日派對，大家都穿著了夢幻及美麗

的服飾出席，與朋友們一起渡過了奇妙的

一天!

➢ 1月、2月生日之星: 

韓卓菲，郭浠榆，劉翊揚，蕭海悠

 

 

LK2的小朋友，你們好嗎? 很喜歡聆聽你們與

我分享這段時間特別的體驗。 

 另外，在遊覽深井區的活動時，你們能仔細

地觀察周圍的環境和商店。回校進行分享時，亦

能主動說出參觀時所看見的事和物，你們的觀察

力進步了不少!  

轉眼便迎來新的學期，你們準備好新的挑戰

嗎?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吧! 

 



      

這是我們最喜愛的快餐店。 我們認識了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我們享受與朋友一起茶聚。 你看!我們齊心合力完成這塊拼圖。 

❖ 

❖ 

❖ 

 



      

我們製作了食物金字塔。 我們一起遊覽深井社區。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我們一起相親相愛。 

 

我們喜歡創作。 

❖ 

❖ 

❖ 

 



 

我們一起製作店舖的招牌。 祝你生日快樂！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一起跑步吧！！！ 

 

我想要一份燒賣！ 

 

➢ 在 月 日，我們一起在迪士尼渡過了快

樂的一天。當天我們與米奇老鼠拍攝了團

體畢業相，也與老師和同伴玩不同的機動

遊戲。

➢ 在 月，我們在「香港是我家」的主題中，

探討有關香港的特色小食，並共同投票及

製作一間街頭小食的店舖，並為它命名為

「 好好味街頭小食店」。

➢ 祝賀在 至 月生日的幼兒生日快樂，他

們分別是：子瑜、芯悅、紹晉。

 

時光荏苒，轉眼間六個月要過去了，很高興能看

到小朋友一點一點地成長。在這段時間中，不僅

看到小朋友在生活上有了非常大的進步，在學習

方面也有著非常令人可喜的進步，便漸漸學會了

與朋友分享快樂與喜悅。 

雖然在 UK的日子只剩下數個月，但希望你們今後

仍快樂成長，爭取更大的進步！ 

 

 



 

我們一邊玩桌上遊戲一邊學習. 

 

看看我們做的餃子.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我們到平台練習跑步! 

 

我們的迪士尼樂園畢業日真好玩! 

 

⚫ 在 月 日舉行了我們的迪士尼樂園畢業日

當日， 的小朋友都經歷了精彩奇妙的一

天。

⚫ 在《香港是我家》的主題中， 的小朋友

一起製作了魚蛋、燒賣和包餃子，他們心靈

手巧，把餃子包得晶瑩剔透，看上去美味非

常。

⚫ 課室內增添了小食店的角落，他們化身為小

小店長，為小朋友售賣香港地道小食，還能

複習錢幣的運用，非常有趣。

⚫ 我們於 舉行了第三次生日會， 月和

月份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杜文迪、

甘樂恆和李浠瞳。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

 

在學習《香港是我家》的主題時，小朋友一

同合力製作了屬於他們的雞蛋仔檔，熱烈地

參與了討論和創作。在過程中，他們分工合

作，有些製作雞蛋仔、格仔餅、豆腐花和蛋

撻，有些製作招牌和小食檔。可以看到 UK2

的小朋友成長了不少，不論是學術，還是他

們的個人成長，令人倍感安慰。UK2繼續加油

努力 

Ms. Charlotte 

 



 

香噴噴的香港特色小食。 製作最好味的炒飯。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你需要豉油嗎？ 

 

來一碗 UK3的招牌車仔麵吧！ 

 

➢ 月 日，大家一起到迪士尼樂園，不但

拍攝畢業相片，還與老師和朋友玩了不同

的機動遊戲。

➢ 在 月，小朋友認識香港不同的特色，不

但了解到香港不同的美麗景點，更一起探

索香港的特色小食，還一起投票合作「開」

一間車仔麵店。

➢ 1月、2月的生日之星: 

陳康、星兒、浩庭和意晴

祝你們生日快樂！快高長大！

 

時間悄然而去，瞬間就已經過了數月。在「香港

是我家」的主題中，很高興能夠與小朋友一起探

究並探討香港的特色小食，在過程中看著小朋友

慢慢地成長，漸漸地學習如何與同伴合作，友善

地表達個人感受，看著小朋友的進步令我感到十

分欣慰。 

相信在往後的日子小朋友會繼續努力和進步，我

們在下學期一起探究更多知識吧！ 

 



 

香港迪士尼樂園畢業旅行真好玩! 

 

 

我們大膽地在班上表現唱主題兒歌。 

 

Class News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老師的話 

我們在課堂上學做芝士火腿三文治！ 

 

 

你們想嚐嚐香港街頭小食嗎? 

 

 

 

 

 Happy Birthday to all the birthday 

children in January & February: WONG 

Wan-yuet & PUI Leung-yui! 



  

 

 
 

  

  

 

 

 



 

     小朋友快樂地學習普通話，透過遊戲、故事、歌舞、表演等多元及

趣味性的活動，普通話的聆聽和表達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還在活動中學習了

合作和社交。期待小朋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小朋友在開心遊戲的同時，也學習到不同的技能。左圖Ｎ班小朋友在運

用核心肌群舉起大球筆直地前進。右圖 UＫ班小朋友正在學習跳繩，他們每個

都能自己完成數次跳繩動作，非常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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