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ic lessons are so much FUN!
唱遊堂好好玩呀！

The story is very interesting.
我們都很專心聆聽老師說故事。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8 月、9 月、10 月的生日之星有
• 陳靖雯
• 鄭家皓
• 李奕亨
• 麥雙全
祝你們生日快樂
 老師設計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和遊戲，
小朋友也投入和樂於參與，其中包括
中秋節活動，認識校園和第一次生日
會等。

Am I correct?
我們知道要帶甚麼物件回學校呀﹗

Happy Birthday to all of you!
生日快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上學短短一個多月，你們已逐漸適
應校園生活，看到你們初初上學時，常
常都會哭泣，到現在你們已經能夠開開
心心的步入校園，令老師們感到很開
心；接著老師會為你們設計很多不同的
活動和挑戰，希望你們都能好好學習，
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
Ms. Natalie

Children are playing castanets in music class.
小朋友手拿著響板開心地唱起兒歌來。

Children excitedly held lanterns and guessed
lantern riddles together.
小朋友們興奮地提著燈籠一起猜燈謎。

We are happy playing with the parachute
together.
我們愉快地跟隨音樂舞動著彩虹傘。

Children dressed up beautifully for the Birthday
Party.
小朋友穿上漂亮的衣服一同慶祝生日會。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開學至今，我們舉行了不少慶祝活動，如: 中
秋節及生日會慶祝活動等，小朋友於當天都穿著漂
亮的節日服飾，還提著燈籠與老師們進行猜燈謎遊
戲; 在生日會慶祝活動中，小朋友亦有機會拼砌不
同國家的國旗及進行不同的小遊戲，藉此感受歡樂
的節日氣氛。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已經開學了一段時間，還記得小朋友剛剛
回到幼稚園的第一週，小朋友容易會有哭鬧的
情況，亦常常有家長問我，如何令小朋友儘快
適應校園的生活。當然，家長首先要控制自己
的情緒，提供正面的訊息予小朋友，多鼓勵孩

8 -10 月的生日之星包括

陳曦晴
葉雯萱
李卓軒

子上學，並多與老師溝通，了解孩子在校情況。
希望籍此能幫助小朋友感受到上幼稚園的快
樂。
Ms. Karen

We are learning to sing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
我們在學習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

Look at our long beautiful choo-choo train!
看一看，我們長長的火車。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Oh, what fun it was to go through this tunnel!
我們在玩小火車的遊戲。

We can touch our toes. Yes, we can do it!
我們可以觸摸腳趾。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 Wishing KWOK Tsz-ching and TANG Tarcus
Haysen a very ‘Happy Birthday’. May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It was so nice to see children adapting to their
new school life. I could see that the children are
having a nice time at school and they are

✓ We had a fantastic start to this year! In the
‘Going to School’ theme, we made some new
friends and were also happy to see old friends.
We learnt all about our school and new
teachers. School is such a fun place to be! In ‘All
About Me’, we learnt so much about ourselves
and the things we can do by ourselves. We
learnt about our senses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ere is so much we can do using our
bodies. The last two months was really an
exciting experience to learn and explore!

looking forward to come to school.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children’s response and
making this learning journey a very interesting
one! It i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in my class!
Cheers!
Ms.Priya

我和朋友一起玩燈籠來慶祝中秋節。
我們和老師一起進行伸展運動。

We are learning how to play with tamborine.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這是我們製作的書籤。你喜歡嗎?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We are learning how to play with tamborine.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我們一起來玩音樂椅吧!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are doing exercises with Mr. Kalian!
我們與 Mr. Kalian 一起做運動！

We are reading books!
我們在閱讀圖書。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his is our first Brithday Party!
這是我們第一個的生日派對。

Look! We are design our faces.
你看!我們在設計「我的樣子」。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 我們在「我要上學去」的主題，認識
了不同的老師和同學，更認識了課室
裏的規則。

不知不覺，小朋友上學已有兩個月的時間，很高
興看到小朋友開始適應校園生活。回想起開學的
第一個星期，小朋友容易出現哭鬧的情緒，現在

• 我們在「奇妙的我」的主題，認識了
不同身體的部位，更知道它們的用
途。

每天都看到他們開開心心上學，看到他們的進
步，老師感到很欣慰。希望在這學年，小朋友都
能繼續開開心心上學，學習更多不同的知識及技
能。

• 8 月至 10 月共有 7 位小朋友生日，
他們是：君恩河、陳晉彥、陳宥淳、
蔡侃臻、馮旨樂、辜映陶、和黎籽
橋。祝你們生日快樂﹗

Ms Mandy

.

體能課後，我們要做舒鬆運動。

我們牽著好朋友一邊唱出歌曲。

We have designed and decorated our school name.
我們的
美麗嗎

We are drawing our class teacher.
讓我們告訴你新老師的樣子吧!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月 日，我們帶了各式各樣的燈
籠回校慶祝中秋節。
•
月
日，是次生日會的主題是
「小小世界」
，小朋友們穿著不同
國家的服裝，各有特色。
• 、 、 月的生日之星有林眙萱、
李深頤、巫君懿、徐芯語、汪灝
樺、胡凱喬。
•
月
日，我們出外參觀「陽光
笑容小樂園」
，認識了如何保護牙
齒。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你們好，我是
，今年能夠
成為
的老師，真的感到很幸運，能
教導你們學習新知識，與你們遊戲，看
到你們每天回校精神奕奕的樣子，我覺
得很開心。
每天聽到你們叫著我的名字，與我分
享自己的生活趣事，能參與你們生活經
驗的一部分，我也感到很快樂!
轉眼間，你們從 班升上
班，遇
到的挑戰將會比以往多，但我相信你們
有能力面對，老師亦會在旁給予支持和
鼓勵。

Look at our beautiful lanterns.
你看！我們的燈籠漂亮嗎?

It’s reading time!
我們都很愛看圖書。

We enjoy singing and dancing.
我們在學習唱新歌和創作動作。

We are the stars of PIPS.
我們合作完成美麗的圖工。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月 日，我們一起慶祝中秋節，謝謝
學校送給我們漂亮的白兔燈籠呢
➢
月
日，我們參與了栢基的小小世

很高興今年能成為
班的老師，每天
都看著你們主動完成每一項活動，每天
都能用心上課，努力學習及認識不同的

界，有些小朋友還穿著了國家的服飾參
加生日派對，與朋友們一起認識及玩了
不同國家的特色活動，十分開心呢!
➢
月、 月、 月生日之星:
陳思宇，李鈗澔，譚芷喬，陸傲曦，王可
浚，林煦飴，吳子瑜
➢
舉行了公益金便服日，讓幼兒培
養幫助別人的態度。

事物。從第一天上課開始，不論在表達、
寫字等方面也在不停的進步，希望你們
能好好享受今年的校園生活。
期待我回來的時候，你們能向我分享這
幾個月發生的事，1 月再見!

We are cooling down after our physical lesson.
經過一節運動課後，我們正在做舒鬆練

We enjoy singing and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我們喜歡用沙槌伴奏歌曲。

習。

Looking flowers through the microscope.
我們正在用顯微鏡觀察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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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n 9th Sepetember, we
enjoyed playing with our lanterns and

Welcome back to school LK3! We all had a
smooth transition moving from N class to
LK class. Though there are lots of

guessing the riddles.
On 14th October, we had our 1st
reading day. We played games and
read books with our teachers and
⚫
friends.
Happy Birthday to Ethan, Sara, Anna,
Hailey Ng and Selina.
We warmly welcome Rainbow and
Avalyn to join our LK3 class.

challenges, such as meeting new friends
and teachers, daily rountines and new
tasks, LK3 always stays cheerful and
positive.
I believe we will have lots of fun to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so please keep your
heart full of curiosity and courage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Miss Joyce

Let’s roll the ball to the end.
我們合力將球滾到最後。

We love our ‘Monster Bookmarks’.
你看！我們的怪獸書籤漂亮嗎?

Strike a yoga pose!
我們正在模仿瑜伽的動作。

Our first class picture.
生日會大家都感到很興奮呢!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Running is good exercise!
你看！我們跑得多快！

Ring-a, Ring-a-roses!
你好嗎，好朋友!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小朋友於 和

月學習與研究了兩個主
題。在「我要上學去」中，我們不但認
識了學校的地方與設施，更一同到學校
附近寫生。
另外，我們一起研究身體的奇妙，探討
身體不同的結構及其作用，學會更懂得
愛惜自己的身體。
• 、 和 月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他
們是：崇柏、梓燐、海悠、凱喬、卓遙
和康銘。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幸福快
樂

We are excellent drummers!
我們在欣賞落地鼓演奏會！

We are the stars of PIPS!
我們是 UK1！！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新的學年開始了，迎接大家不同的面孔，有熟悉
的，也有陌生的，看著大家從害羞到慢慢熟落，
在不同的分組活動中慢慢開始懂得團隊合作，我
由心而發地為你們感到自豪。
希望我們在這一年的學年都過得充實與快樂！
Ms Suki

We dressed up a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o
celebrate our first birthday party!
.

我們穿了不同服飾參加 UK 第一次的生日會。

We play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sing along to
the songs in music and movement time.
我們一邊用樂器伴奏一邊唱歌。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我們於
舉行了中秋節慶祝會，並於
舉行了第一次的生日會， 月、
月和
月份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他們
是：陳子臨、黃瑞希、賴盈希和李博禹。
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

•

月我們進行了《奇妙的我》的方案活
動，深入認識了很多身體的構造、身體
不同部份的功用及家庭成員與我們的關
係。

We practise our cutting skills throughout
the day.
我們每天努力練習剪紙的技巧。

We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games.
我們合作一起玩推球遊戲。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不經不覺開學已有一個多月了，UK2
的小朋友你們都很快已適應高班的課堂
模式與常規，中文寫字的筆劃雖然深了，
英文格式又不同，但你們都很樂意學習，
而且上課的時候大家都很積極發言，踴躍
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希望在未來的日
子，你們能繼續努力，即使遇到困難或挑
戰時都能抱保持「堅毅」的精神，不輕易
放棄，並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加油!

Do you know how to read this?
你會讀這個詞彙嗎？

I caught the mouse first!
老鼠，我捉到你了!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小朋友於 和

月一起進行了不同的學
習活動，他們不但與舊朋友再續前緣，
亦結交了新朋友。同時，我們一起研究
「我的身體」這個主題，在當中學習不
同的身體結構，也認識了身體不同部份
的功用。
• 、 和 月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他
們是：倬而、焯嵐、珀綾、冠霖、卓軒、
鈞翔和夏侯。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幸
福快樂

We are very musical!
我們都是音樂家！

Make way! Make way!.
我們是 UK3！我們團結一心！！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悄悄來臨的新學年，原來稚氣的小朋友們都升班
了，成為了大哥哥大姐姐。看著小朋友們慢慢適
應 UK 的學習生活，慢慢變得積極和主動，令我
感到驕傲，讓我們一起揭開新的一頁，在未來的
日子開展一個精彩、豐盛的學年。
Ms Suki

猜猜我畫了什麼?

訓練我們的平衡力。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混色實驗很好玩啊!

郭老師設計的普通話遊戲真的很有趣。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



☺


大家好，我是普通話老師郭老師。新的學期開始了，小朋友開心地投入
了幼稚園活動。他們在唱歌、遊戲中學習普通話，唱歌跳舞的熱情很高，參與
遊戲活動的積極性也很好，普通話的聆聽說話能力在進步中。

各位你們好，我是體能老師 Mr.Kalian。新學年，看見很多新面孔，這
些小朋友都正在慢慢適應校園的生活，我已準備了很多充滿趣味性的遊戲活
動，讓他們盡快融入幼稚園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