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1

We enjoy dancing in Mr. John’s lesson!
我們都很喜歡在 Mr. John 的課堂中一起跳舞。

Look! Are our latern artwork pretty?
你看！我們的燈籠圖工漂亮嗎?

We are learning how to play with tamborine.
我們正在學習敲打搖鼓。

We are fishing in our ‘Under The Sea’ birthday party!
我們在主題《海底世界》生日會中嘗試釣魚呀！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在這短短兩個月間，我們舉行了
兩個慶祝活動:
 9 月 17 日中秋節慶祝活動，
讓幼兒們知道中秋節的由來
及一起玩燈籠。
 9 月 24 日 8-10 月生日會《海
底世界》，在此向生日之星—
鄧琋迅小朋友說聲「生日快
樂吧！」。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開學短短兩個月，小朋友們已開始適應校園的
生活，並漸漸學習遵守課堂的規則，而且他們
能夠依老師的指示進行各種活動，近日我們還
在學習排隊呢！
在《奇妙的我》主題中，幼兒們都能以說話或
身體語言回答老師的提問，而且亦投入參與不
同感官的探索活動，與老師的互動也大大增加
了很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希望在這一年
裏，你們不但學到課堂知識，也能好好享受校
園的生活喔！
Ms. Phoebe

PN2

Wow! It's fun, we build big bricks together.
嘩！真好玩，我們一起將大積木疊高吧！

We are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the teacher's story.
我們正在專心聆聽老師說故事。

在音樂活動中，當我們聽到老虎的叫聲，快來躲藏在老師身旁

This is our own lantern, how beautiful!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燈籠，多美麗啊！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In the music activities, we heard the tiger's cry, come and hide!



在主題「我要上學去」中，我們認識了學
校裏的老師和姨姨們，一起探索校園裏的
設施，並學會聆聽老師的指示和遵守課室
的規則。



在傳統節日中秋節活動中，我們認識了中
秋節的習俗和欣賞各種各樣的燈籠，享受
節日的樂趣。



祝 至
月生日的小朋友「生日快樂」
★侯泳希 ★梁家曦

這兩個月裡，看到
的小朋友已經逐漸適
應校園生活，每天看見你們每一張最甜美的笑
臉。讓老師知道你們已經從陌生的環境中逐漸
變得有安全感和熟悉感。
期待接下來小朋友繼續與老師一起成長和學
習，享受課堂中帶來的樂趣，並在學習旅程中
獲得既開心又難忘的回憶！

PN3

Wow! There are so many bubbles!
嘩，有好多泡泡呀！

We are learning ‘up’ and ‘down’ concepts.
我們一同學習概念「上」和「下」！

Playing with Lego is lots of fun!
將積木疊高真好玩！

We are ready for the 1st Birthday party!
我們第一次參加學校的生日會，好開心呀！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We had our 1st birthday party on 24th
September. PN3 Birthday Rock Star is
WONG Tsz-pok

 Children are learning the concept of ‘big”
and “small” by sorting different things.
They always show their enthusiasm during
music and Physical time.

It’s good to

see 2-3 years old developing interest in
colouring worksheets and listening to

stories.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2 months have passed by and it’s good
to see PN3 children doing significantly
well and settling down into their school
lives. Only a few children still get
emotional from time to time. I must
appreciate and thank the parents for
their unconditional support.
Ms. Sonali

PN4

We are learning to play the tambourine during our music lesson.

我們在音樂課中學習以搖鼓合奏。

We had fun playing and sharing blocks with our friends.
我們都很享受和同伴一起玩積木。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We celebrated Mid-Autumn on 17th
of September.



We had our 1st birthday party of
children born in Aug, Sept and Oct on
24th of September. Our Birthday star is
CHAN Hei-ching.

We love reading storybooks.
我們都很喜歡閱讀圖書。

Look at our Lanterns!!! We made it by ourselves.
你看！我們製作了一個精美的燈籠啊！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lcome to all the PN4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 am pleased to share with you that most
of the children in PN4 have settled down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routine. They love colouring,
listening to stories, singing and dancing to music.
Now we are teaching children to tidy up their
folder and water bottle by themselves.
Good work everyone!
Ms. Navi

PN5

We like to listen to the teacher tell stories.
我們喜歡聆聽老師說故事。

I used the clip to put the item in a basket of its corresponding color.

我懂得利用夾子把物品放在其相應顏色的籃子裏。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在主題「我要上學去」中，我們認識了學校
的老師和同學們，並一起在校園裏學習各種
新事物。
 在主題「奇妙的我」中，我們初步了解男孩
和女孩的分別，有了基本的性別意識，懂得
保護自己的身體和學會尊重他人。

Shaker is fun!
沙鎚真好玩！

Look! We build buildings out of large bricks.
看看!我們利用大積木砌大廈。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PN5 的小朋友由起初很陌生，事事會向老
師尋求安全感，到現在已經完全熟悉校內環
境和課堂活動，老師很高興在這短短的時間
內看到小朋友的成長和改變。希望小朋友能
開開心心上學，學習更多不同的知識及技
能，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
Ms. Annii

224

我們手拉手圍成一個大圓圈來玩遊戲吧!

我們一邊聆聽音樂，一邊用沙鎚作伴奏。

你好小朋友，很高興認識你。

這就是柚子。中秋節會吃的水果。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月、 月、




陳文熙
林貽萱
吳子瑜

月的生日之星有
陳沁妍
李深頤
汪灝樺

 學校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和遊戲，小朋
友也樂於參與，其中包括中秋節活動，認
識各種中秋食物和物品，例如月餅和燈
籠。小朋友也愈來愈投入校園生活了。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
早晨！」、「
早晨！」
小朋友與你們相處兩個月了，在每個上學天都聽到
小朋友跟老師打招呼，有精神的、活潑的、可愛的⋯
老師很期待每天站在課室門口迎接大家上學的時
間，給予你們一個大擁抱和鼓勵。見到你們由不懂
常規、需要經常幫忙的孩子，到現在慢慢地嘗試依
指示排隊、學習自己的事自己做，你們真的進步
了。大家要一起繼續努力!
Ms. Candice

N2

我們一起來傳球吧!

我們製作了漂亮的燈籠。

我們一起來跳舞。

我們在課堂上拋豆袋。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在新生適應日，多謝爸爸媽媽陪伴幼兒到學
校一起玩遊戲，唱歌跳舞，他們都已適應校
園生活呢!

月
日，我們裝扮成為海盜，參加生日派
對，與朋友們一起玩了不同的海盜遊戲，十分
開心呢!

月、 月、 月生日之星:

很高興今年能成為
班的老師，在我們相處這
兩個月中，已與你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現在你們會
主動和我們分享自己的事情，享受參與不同的活動，
還學會了遵守規則，希望你們在往後的日子繼續努
力。
而且，我亦從中發現了你們在音樂很有天份，
每一次音樂課時，你們也會表現出興奮的笑容，與朋

李鈗澔，吳欣桐，譚芷喬，林煦飴，陸傲曦
王可浚，巫君懿，陳思宇，胡凱喬

友們一起唱歌和跳舞，做得好!加油!

224

我們喜歡與同伴一起玩玩具。

運動對身體好!

我們正為燈籠增添色彩，很漂亮呀。

聽一聽!這是甚麼聲音?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N4

我們和老師一起做伸展運動。

和朋友一起跳舞真開心。

這是我們為中秋節製作的燈籠。

我們一起用響板來創作音樂吧!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224

開學啦!能與同伴一起玩，真開心呢!

我們很喜歡上體能課。

。

。

我們是酷酷的海盜。

上音樂課時，能與同伴一起唱歌及以樂器作伴奏。

。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2

我們一起唱歌和玩樂器。

這是我們在中秋節當天一起拍攝的第一張班相。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最喜歡跟着

教我們唱

一起做運動。

，大家都好開心啊!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Ms. Lisa

224

我們正在玩彩虹傘，真開心!

我們合作拼砌出老師的圖片。

你看!我們自己創作絲巾舞。

我們找到月亮，你找到嗎?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月
日是第一次的生日會，是次主題是
海盜。



月的生日之星包括 陳柏諾、陳紈、黎
浚軒、柳焯嵐、李倬而、盧卓軒、魏曦
旻、
、



月
舉辦了萬聖節派對，幼兒當天裝
扮不同的角色，例如 女巫、吸血鬼及南瓜
服飾等。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你們已經從 班升到
，很高興能與你
們再一起學習，相信你們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暑假。
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我很開心，你們會時常向我分
享生活趣事。亦能在主題時間勇於在其他幼兒面前
表達自己的意見，另外，你們能與其他幼兒融洽相
處，互助互愛，老師都十分欣賞!你們已經是半個大
哥哥大姐姐了，在書寫練習時，你們遇到困難時，
亦不輕易放棄，當你們有需要時，我會在旁一直陪
伴、鼓勵著你們，讓我們在日後的日子一同進步吧!
Ms.Chelsea

224

看誰最快到終點。

誰在快樂傘下散步。

我可以安全地把紙杯放在卡紙上。

我們在音樂課唱歌、跳舞和玩遊戲。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於
一起慶祝中秋節，並於
舉行了第一次的生日會， 月、 月和
月班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陳
雨晴、鍾樂熹、夏 侯、呂浚鉻、寧明
月、譚珀綾、楊奕華、游鈞翔，嚴冠霖和
。在此祝 你們
生日快樂﹗



舉行了公益金便服日，讓幼兒培養
幫助別人的態度。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與 LK4 的小朋友相處已有兩個月的時間了!他
們真的很乖，而且也很受教，每天大家都能用心上
課，努力學習新事物。開學至今，不論在常規、自
理及寫字方面都持續有進步。希望在往後的日子
裡，大家都能好好享受 LK 的校園生活。

224

先右腳，後左腳。

我們在整作骨頭，十分忙碌！

你喜歡我們的蠟筆嗎？

我們擁有新奇的繪畫角！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During the ‘All about me’ theme UK1 learnt
that they have 206 bones in their bodies, and
they also know how the ‘digestive system’
works.



The children are now able to speak in full
sentences, and they are also confident to
announce the day, date and weather
accurately.



Happy Birthday to all the Aug, Sept & Oct
birthday children: Jasmine, Oliver, Shiny,
and Jovis!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Greetings everyone! I am having a lot of fun
teaching the UK1 children. The children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cope with UK life and they
are doing a great job. I am sure that all of
them have a very keen interest to learn about
innovative and exciting things.
Ms. Anna T

224

我們一起唱歌和跳舞。

我們一起跟隨拍子踏步。

我們一起慶祝中秋佳節。

我們一起玩桌上遊戲。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224

我們愛我們的藝術創作時間。

我們變得像爺爺奶奶。

我們一起圍著轉圈。

運動對我們很重要！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UK3 are learning very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their bodies. They now know that the human
body has 206 bones in all. The children are
also learning about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sing a globe.

I hope all the August, September & October
birthday stars have a very exciting year.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Hi everybody! I would like to give a very warm
welcome to all the children in UK3.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them all in my class. They have
shown a lot of improvement within these few
weeks. I wish them the best of luck for this
year and hope they will all become very
talented young children.
Ms. Anna T



4

我們都是三角龍組的小朋友。

我們很喜歡唱歌。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們為 8、9 和 10 月的小朋友慶祝生日。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在「我要上學去」的主題，學習
書寫自己的名字和認識課室裏的規
則。



我們在「奇妙的我」的主題，認識了
不同身體的部位，學懂怎樣保護自己
的身體。



月至
月共有九位小朋友生日，他
們是：王禎琳、廖柏誠、朱子樂、區
梓妤、林囿、麥誦洳、梁君行、葉晞
攸和莊恩曈。祝你們生日快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不知不覺，小朋友上學已有兩個月的時間，很高興
看到小朋友們長大了不少。透過課堂討論加深小朋
友對身體的認識。這段時間，老師能感受到他們非
常努力地練習書寫中文和英文句子，相信在往後的
日子，他們會繼續努力獲取更大的進步，學習更多
不同的知識及技能。

t



普通話園地
(Putonghua)

小朋友正在學習「我的身體」:手的作用很大，老
師和小朋友一起自製紙球並玩拋接遊戲。

我們正在普通話課上進行遊戲，在遊戲中認字並讀
出所學的字詞，很好玩，我們也讀得非常好呢!

PE

N 班的小朋友在學習運用腳尖控制呼拉圈前進，為
日後他們學習踢球打好基礎。

UK 班小朋友在繩子遊戲中訓練身體的協調性，好
玩又有益。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新的學期開始了，各班小朋友開心地投
入了幼稚園活動。小朋友們享受著豐富多元
的學習生活，普通話的聆聽說話也正在進步
中。
陳老師

開學了！小朋友都很快適應了學校的生活，疫情穩
定，看見大家可以回校上課，我都感到好高興。希
望快些可以不用配戴口罩上課。
Mr. Kal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