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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校園開心事

家長心聲



開心愉快大合照

攝於舊生貝樂兒及貝巧兒的故事分享活動



孩子幼稚園畢業，是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在多年前開

始，我們藉著「細說校園開心事」，讓家長們互相分享感受及心聲，

作為孩子成長的印證。

細看大家的分享，內容情感真摯動人；有些提及孩子和家長喜

歡的活動，有些是回憶孩子成長中的改變，與及與我們相處的點滴，

最難忘的事情，一定是因疫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感謝大家認同及

欣賞學校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家長的見証下，我們舉行了四場溫

馨而感動的畢業典禮，見着一位一位可愛的小人兒，在家長滿滿的

祝福中，認真地踏上紅地氈，接過證書，然後轉身面向前說「謝謝

爸爸媽媽」，還有家長為兒童進行了有意義的「成長剪綵禮」，非

常感恩，孩子終於順利完成了人生第一個畢業典禮。

各位親愛的孩子，祝願你們繼續肩負「明愛凌月仙小天使」的

精神，在生活上實踐愛己愛人的德行，勇敢面對日後學習上的挑戰，

還有要常與父母談情說愛，分享生活點滴，健康開心地過每一天。

最後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關愛、信任及支持，你們的每

一句心聲及感謝，確實是我們工作上一份重要的推動力，無限感激。

願天主繼續保守我所有親愛的家長和孩子，平安、幸福、喜樂常在。

很愛你們的

葉少芬校長謹上

給 爸 媽 的 話



每一年看著孩子們畢業，心裏面都是萬般的不捨，今年，

心裏面還隱隱感到有所虧欠，有很多的說話還未說，有很多的快

樂還未經歷，還有很多很多……但我們卻共同面對了不少改變，

孩子們或許感受不深，但相信對於各位家長，卻是很大的衝擊。

謝謝你們在這艱難時期，為孩子們付出更多的時間、心思

和汗水，謝謝! 亦特別感謝所有曾經為小朋友和老師服務的義工

家長，謝謝!

從後頁一篇一篇的心聲，字裏行間，感受到各位家長對學

校的厚愛，百般滋味，盡在不言中。在未來的日子裏，願各位親

愛的家長，充滿力量，繼續與孩子攜手邁步向前，迎難而上!

未能在畢業典禮與你們一一握手擁抱話別，在這裏說聲：

「願主祝福你，祝你平安！」

很愛你們的

高班老師 謹上

給 爸 媽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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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令 堯 家 長 的 心 聲

由五年前令堯的哥哥（令騫）加入明愛凌月仙這個大家庭，我便

開始一點一點認識這間隱世好學校！

先説一下校園的特色，作為一間幼稚園，學校能夠提供的空間絕

對充足，再加上教學的靈活安排，相信學生一定能夠好好享受校園生

活！另外，不講也不知，學校是一幢三級歷史建築物，但在學校優質

的管理下，校園絕對做到老而不殘，非常適合幼稚園學生活動的地方！

如果說校園是明愛凌月仙的賣點，相信各位家長都唔會反對，不

過明愛凌月仙另一個更大的賣點，就必然是由葉校長帶領的超級無敵

教學團隊！我的子女各有不同的性格和能力，各有各難處理的地方，

老師都能夠因應他們不同的特性，給予不同的幫助！

尤其是今次疫情期間，更加能夠看到校長和老師對一班小朋友的

愛！由疫情初期，所有小朋友都只能收看網上影片，到中期發覺似乎

短期內都不能恢復正常面授，教學團隊為了令小朋友儘量學習更多知

識，在沒有經營網課的經驗下，這個教學團隊非常努力地設計了一套

非常到位的Zoom教學。期間，老師們又會因應不同學生的需要不斷調

整給予學生和家長所需的協助！作為家長，我很能夠感受到這個教學

團隊的付出（包括不少私人時間），在此我要衷心感謝校長和老師！

令堯是一個善良和愛哭的小女孩，相信不少

家長都曾經在上課時看到她因為要和爸爸媽媽

分開而哭著不願進入校園的情境！到了現在，

她也仍然會哭，不過是因為要和這麼好的學校

說再見而哭！說真的，不只令堯會想念學校，

作為家長的我也很不捨得這間學校，不捨得這麼

好的校長和老師，再一次衷心感謝您們，主佑！



曾 千 譯 家 長 的 心 聲

當千譯得知自己派到心儀小學的時候，他非常開心，但下一秒卻又

傷感起來，他說已經開始掛念著凌月仙了，太掛住校長、老師和同學了！

滿眼都是不捨和依戀！甚至還有疑似背叛學校的愧疚感，很欣慰大大咧

咧的男孩也算有點良心，總不枉母校白疼他一場。

但接下來的事卻讓我有點傷感。他不知何時開始唱起自己改編的

《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首歌。每天都不自覺地哼起「世上只有凌月仙，

有個孩子想讀凌月仙……」。孩子用這種方式去表達對母校的情感，一

切都源於三年來在母校得到滿滿的愛。成長的不只是孩子，還有我們這

些家長。我曾是那個焦慮地站在幼兒班門口偷看孩子換鞋的媽媽，是沮

喪地望著在體操時只會玩手指那孩子的媽媽。也是不懂如何面對，怎麼

教也不肯說早晨那孩子的媽媽。而現在我卻是個可以對孩子功課袖手旁

觀，為孩子在畢業典禮上的精彩演出感到驕傲，對孩子升小學毫無顧慮

的媽媽。因為凌月仙孩子長大了，媽媽也長大了。

感謝校長如「定海神針」般的存在著，成為我們這些焦慮不知所措

家長的支柱。每當看到老師們不禁心生愧疚，自己就一個孩子偶爾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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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對他咆哮，這裡竟然有這麼多溫柔的老師

們，有無限的耐心和包容，從來不用情緒教育孩

子，就算學生在課堂上不專心甚至搗蛋，老師的

評價也是逗趣可愛。雖然校長老師們都非常謙虛

地說這是他們應該做的工作，可是你們付出的又

何止是工作那麼簡單。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如

同天使般的溫暖，歲月靜好，願凌月仙的愛永遠

傳遞下去!



郭 尚 悠 家 長 的 心 聲

這幾年的香港學生，總有不一樣的校園生活。突如其來的社會運

動，仍未解決的疫情，使得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都變得難以適應。

停課的日子，由K2的春節起，一直到K3的復活節，雖然沒法回校，但

學習沒有停下，感激老師、校長仍保持大家學習的節奏，一系列的教

材、網上課堂，簡直比小學生還要充實和考慮周全，除學術課業外，

還有體能遊戲。老師們能在短時間掌握網上教學的技巧，每天直播課

堂，正是小女最期待的時刻，也是全職媽媽得以休息的瞬間，感激萬

分！

網課的日子，雖然有課堂，每天都可以見到老師，卻仍欠缺什麼，

是我們的校園。這個場所滿載我們三年的回憶。笑聲不絕的下水禮，

節奏輕快的早操會，充滿愛和驚喜的畢業禮，自由玩樂的親子遊戲時

間，春節和聖誕的聚會時刻，至今大人和小朋友也樂在其中，回味無

窮。當中，有幸成為家教會委員和活動的籌委，作為校方和家長們溝

通的橋樑，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學校重視家校合作，教導孩子的同

時，指導家長。處處提點我們對孩子多點耐性，多點體諒和溝通，讓

孩子多點嘗試，給他們多點鼓勵和讚美，即使是穿脫鞋子，也讓他們

自己完成。因為大人眼中簡單的事，對他們來說也是複雜的。欣賞他

們，鼓勵他們的話要說出口，讓「愛」常在身邊，亦好讓他們了解同

理心的重要。

凌月仙是一個大家庭，不僅是孩子之間，家長們亦有機會於每日

早上的義工時段互相認識，讓全職媽媽們在只有孩子和家庭的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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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扶持，分享生活的點滴，有自己的朋友和身份，而不只是某某的媽

媽或爸爸。感謝學校讓我們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

三年的幼稚園生活轉瞬即逝，在此感謝校長、老師和校工姨姨對孩

子們的愛和指導。課業、小手工、課外活動等安排，早已超越一般校方

對學生的需求，眾多貼身的安排，感激不盡。各人對孩子嘅關愛亦不比

家長少，但同時間我亦會關心各位自己的家人呢？有把時間好好分配給

他們嗎？所以有可能幫上忙的地方我都盡力參與，

校方亦都配合，讓家長可更了解孩子學習的需要

和引導他們的方法。

還有不到兩個月，我們的「小一實習生」就要

成為小學生了，凌月仙是一所魔法學校，讓孩子

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學生。祝校長、老師、文書和

校工各人身體健康，一切安好。

（往後有甚麼有趣的活動或分享，記緊聯絡我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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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 浩 言 家 長 的 心 聲

猶記得挽著浩言初次踏入凌月仙幼稚園是第一次收生面見日，那

時感覺很新鮮，四周有參天大樹，很大自然的感覺，而很多學校都注

重考問知識性的題目去取決收錄學生與否，但凌月仙卻是玩玩遊戲聽

聽圖書！那時我問兒子你喜歡這間學校嗎？他毫無疑問就說最喜歡這

間了！而於我，我也是十分喜歡的！凌月仙給我最深印象的是它的校

訓「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自己有信仰的關係，我十分好奇凌月仙

如何將校訓完美融入教學中？而另一句打動我的是「給我適當自由，

我要開心旦旦」！沒錯，我真的極之盼望我兒子有自由，開心學習，

喜愛上學！我不想學習變為兒子的枷鎖，我想他是主動而喜歡學習的，

不是強迫性或壓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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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飛逝，有如白駒過隙，三年過去了，浩言是如何成長和蛻變

呢？他的變化於我而言是很明顯的！其實，不單單只有他在成長，作

為媽媽的我，亦不經不覺地成長了……從前的浩言説話咬字不正，連

鈕扣都扣不好，不喜歡閱讀，也不會主動閱讀！但現在已成為一個能

照顧別人和弟弟的好哥哥，而且常常拿起書本閱讀，喜愛學習的一個

小孩！以前的他很怕羞，現在是有自信、積極和主動，最重要是有同

理心的一個小朋友！我發現凌月仙把「同理心」這元素深深打入同學

們的腦袋深處！原來，小朋友有了同理心，就慢慢顯活了「我們要彼

此相愛」的校訓！小朋友有同理心，會顧及別人感受，主動關心和幫

助別人！浩言的品德是培育得很好，我沒太大自信說我兒子那樣傑出

那樣優秀，但我卻十分自信地説我兒子品德是十分好，凌月仙教出的

小朋友都很有愛心！

媽媽我從前是緊張大師，樣樣都擔心，學校卻有多方面去支援家

長，無論情緒及教育理念方面，我上過很多工作坊，當中帶給我很多

反思，獲益良多，亦有機會成為家長義工，更貼近和了解小朋友上學

學習的情況，凌月仙在這方面的透明度是很高的！這一年自己很多病

痛，常常要去醫院，學校亦常常支援我，關心我！我感覺自己在學校

也被愛了！自己從中亦學會放手！做媽媽放手讓小朋友自己學習成長，

放慢腳步，在旁陪伴即可！

離別在即，浩言和我都十分不捨，但我倆

卻在將來的學習道路上有信心！浩言在凌月仙

的「小一實習生」中，建立了適應小一的信心，

他是期待上小學的！在此，我再次感謝凌月仙的

校長，所有老師和校工們的照顧！十分感恩！

主佑各位！



黃 雅 悠 家 長 的 心 聲

一間如家般溫暖友愛的學校，一位媽媽般的校長，一群如家人的

老師。

上學第一天最深刻的是：哇，校長和老師記得每一位小朋友的名

字，記得每一位小朋友的家長，並且能配對上。三年，我也沒有配對

上，真是慚愧。

K1水運會，不是第一次參加，但是，是最開心和最盡情的一次。

雅悠第一次的水運會，我只是參加她的換衫環節，第一次參加明愛凌

月仙幼稚園的水運會，大開眼界，校長和所有老師，沒有一個是乾著

衣服走出去的，一桶桶的水，潑到葉校長和每一位老師，小朋友身上，

他們展現的笑容足已讓每位家長融化。

K2是在疫情中度過，看著葉校長和每位老師不停的加班加點守在

學校工作，為的是我們的小朋友第二天能拿到停課的學習用品，為的

是每一位家長能少一次就一次的奔波。

K3最深刻的是統一派位的結果。從來沒想過自己要從第一輪的直

資私校面試，第二輪的自行派位，第三輪的統一派位，還要繼續走下

去。葉校長比我還緊張，面談後，也繼續打電話給我，不停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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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也不停的聆聽和給建議。本來不想進去第

四輪的叩門，到最後還是走進去了，忙碌的選了

三間學校申請候補位，期間陸老師多次與雅悠傾

談如何去面試，讓我太感動，太感恩，有你們的

陪伴真的很幸福。

三年，無言感激。只嘆時間過得太快。未來

的三年，弟弟拜託啦。



鄭 子 櫻 家 長 的 心 聲

「早晨，葉校長！」子櫻不慌不忙大膽説著。

「早晨，小學生！」葉校長面帶笑容擁抱著子櫻説。

這個溫馨場面，深深印在腦海裏，內向害羞的子櫻變得主動了，在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渡過的三年美好時光，我們見證到子櫻長大了，更開

心的是她學會了珍惜和感恩，懂得要彼此相愛。

她珍惜可以上學的日子，因為社會事件和疫情關係，她有一半應該

上學的時間都要待在家中，發覺所有事情都不是理所當然，她珍惜每一

次與老師接觸的機會，會不停重溫「愛的短訊和影片」，接到老師的來

電，會面紅耳熱，驚喜萬分，對所有「學生視像教室」和網上活動，她

都認真對待。到真正可以回校上課，她主動提出要由校車組轉去媽媽組，

她說希望可以和媽媽一起上學，接她放學時又可以立刻分享在校園發生

的趣事，更重要的，是她可以和好朋友們一起放學。

想起幼兒班做親子體操時，每次唱到《今晚食乜餸……》時，都會

想到邊唱邊扭曲身體，笑到似蝦米的情景。

回想起她在聖誕活動中，因為是她第一次和同學上台表演，老師希

望台下觀眾給多些加油和掌聲鼓勵時，爸媽似足小粉絲不停拍手掌，看

見她著上西瓜造型好落力地跳《讚美的孩子最喜樂》時，心裏面不停為

她歡呼，想著最喜樂的應該是父母我們。

在玩刺激的嬉水遊戲時，她想不到校長、老師、家長和小朋友會周

圍潑水，大家全濕了，不單止沒有發怒，還笑聲處處，校長還拿水喉幫

她和同學仔沖身呢！

她特別喜愛奧福音樂，唱歌和跳舞都跟著老師的節奏舞動起來。在

全日班個人表演自彈自唱《You are my sunshine》，聽到老師和同學讚賞，

她的自信心也增加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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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在家從不吃蕃茄和麥皮的子櫻，會驚訝自己會吃整碗番茄粥和

鮮奶麥皮，大讚學校廚師的手藝非常美味。唯一有點可惜的是她未能一

嘗全日班的滋味，與同學一起吃午餐和午睡的群體生活，她仍然記得校

長説已為大家準備了新的睡床啊！

衷心感謝葉校長和老師們不辭勞苦去栽培每一位學生，您們無論在

課程內容、各項專題研習、戶外活動、表演安排和德育培訓都是盡善盡

美，全心全意把學生放在第一位，更加感謝您們會聆聽和重視家長意見，

達到「家校同心」的目標，靈活解決所有問題。

「葉校長哭了，爸媽，她為甚麼哭？」子櫻在畢業禮完結後問道。

「這是感動的眼淚，葉校長看到每一位畢業生精神奕奕，自信滿滿

進場唱著《One Big Happy Day》，一定是太開心，太感動，忍不住哭

了。」我們回答時都同樣感動，讃嘆學校為了畢業生在幼稚園生涯上劃

上完滿句號，想盡一切可行方法舉行畢業禮。一日裏舉行四場畢業禮，

實在不容易，辛苦了葉校長、全校所有教職員和義工家長們，您們用了

寶貴的時間，無限的心思和體力去籌備和完成，我們一一都感受到，萬

分感謝您們。

一點一滴，太多開心回憶也不能盡錄。我們非

常感恩的是子櫻可以加入明愛凌月仙幼稚園的大家

庭，被愛重重包圍，讓她渡過了充滿正能量和驚喜

的三年，更令她獲到一生受用的知識和學習態度。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也成為子櫻一生人常回憶的第一

間母校！期望她能踏著這三年穏固的基石，勇敢面

對未來的生活和接受不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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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 澤 勤 家 長 的 心 聲

由K1開始我已經覺得凌月仙是一間「魔法學校」，老師校長擁有

神奇的魔法，他們可以令澤勤愛上學習，享受上學，欣賞自己。

2020年K2，對我來講是有生之年最難過的一年，疫情停課、抗疫

疲勞、身心受壓，加上弟弟將出世……但「患難見真情」，就是因為

這一疫，深深感受到校長老師對教學的熱誠，對孩子的關顧和堅持。

有經歷過的，就知道凌月仙老師「唔係流嘅」，每一次給家長及小朋

友電話問好，每一次為小朋友準備的功課袋，以及每一次上Zoom都是

懷著愛，帶著認真與真心去做，絕不是一般上班的模式。現在回想起

原來簡單的一個電話已經為我們帶來不少的支持。

終於等到復課了，我相信每一位家長都比小朋友更期待及興奮。

興奮是因為小朋友終於可以回歸充滿愛的校園，當然另一方面是覺得

「我終於甩難了！」。由復課到現在，不難看得出老師爭取及加緊為

小朋友將來升小一作好準備。不論功課上、學術上，還是身心的發展，

他們都有一一顧及。我衷心欣賞「凌月仙小學」的安排，老師們真的

放了很多心血在每一個小朋友身上。

回顧過往三年的親子活動，包括：觀課日、聖誕聯歡會、團年飯、

新春團拜、學校旅行、親子體操、嬉水活動、高班畢業禮……全部都

是不可多得的活動。每一個活動無論事前準備定

或當日活動，校長、老師，校工們都是投放了101

分的熱誠及愛，目的就是為小朋友留下美好的回

憶。

再過幾天，澤勤凌月仙的生活就會劃上完美的

句號，其實我真的很不捨。我那種不捨的感覺遠比

我當年凌月仙畢業時的感覺強烈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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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校長、各位老師及阮姑娘，除咗「多謝」兩個字之外，我真的不

知道可以用甚麼詞語表達我們當刻的感受，多謝你們在這三年給澤勤和

我們一家人的愛。我們完全收到晒！

最後，以下是澤勤爸爸的心聲：「如果再要為澤勤選擇多一次，我

們依然會選擇凌月仙！」

阮澤勤媽媽及爸爸

李 釋 家 長 的 心 聲

一轉眼弟弟也在凌月仙畢業了。回想三年時光，感覺萬千。想多謝

的話太多，不知從何說起，更怕未能好好表達那份感激。凌月仙帶給芯

芯和釋釋的實在太多。

課程豐富有序，活動多元有挑戰性，最重要是老師團隊專業又溫柔，

處理小朋友問題有愛心有方法，如果沒有老師們多年教導，芯芯和釋釋

沒有可能有這麼健康的心智成長。

校園裡每個小角落都能看到小朋友的作品和學習材料，定期更新，

長期維護，一到大型活動，各方面總是妥妥當當，背後皆有職員及工友

的默默付出。

疫情期間，也持續佈置校園，隨時迎接可能前

來的小朋友和家長，在交收功課期間，總是發現

一大袋學習材料，打開後感動又驚喜，每份課業

分類及標示得清清楚楚，還時時送小朋友一些益

智及別緻的學習玩具。

真的不捨得凌月仙。



仇 匡 睿 家 長 的 心 聲

感謝天父的安排，讓匡睿加入明愛凌月仙幼稚園這個充滿愛的大

家庭，也讓我們一家人再次深深地感受到非一般的愛和關懷。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第二十四屆畢業生，經歷了不一樣的幼稚園生

活。當日匡睿踏入凌月仙，我們萬萬也想不到在學校上課、吃茶點、

午睡、參加親子旅行、濕身夏水禮，這些原本以為這三年內必定會經

歷的事情，最後原來不一定會發生。

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失去什麼，反而得到更多！我們學會了要好

好珍惜眼前的一切，珍惜在凌月仙的日子。感恩在低班的時候，爸爸

有幸做義工家長，與小朋友分享及示範如何在家替匡睿理髮，感受親

子同樂。在疫情期間，我們看到校長老師們花盡心思為小朋友安排不

同的模式及學習材料，從小朋友及家長的角度出發，不斷改善。匡睿

開始時在Zoom課堂未能專心，也不懂得操作，慢慢地他適應了這種上

課模式，還很高興有爸爸陪伴他一起跳舞作為全日班的表演片段。我

們學會了如何從逆境中學習及成長，無懼困難，迎難而上。這一切都

成為我們非常寶貴的回憶。

回想當天爸爸告知葉校長我們將會離開，跟葉校長的短短對話，

令原本懷著忐忑心情的我們，得到開解及鼓勵。怎麼會有人能這麼了

解我們的心情呢？葉校長就有這股力量！之後，葉校長主動邀請我們

繼續參加畢業典禮的活動。我們收到李老師傳來關於畢業典禮通告的

訊息及留言。在2021年6月5日，我們一家人在海外參加了明愛凌月仙

幼稚園第二十四屆畢業典禮。我們更沒有想到，老師之前已安排匡睿

寫好畢業典禮請柬，錄影感謝爸媽的心聲片段，也預備好送給爸媽的

父親節母親節禮物⋯⋯種種都超乎一般老師應做的範圍，我們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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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媽媽，不用客氣，老師應該的。」以上是李老師給我們的回

應。怎麼可能哦？這些全部都是您們花額外

時間籌備的啊！感謝的說話，說千次萬次也

不夠。感謝明愛凌月仙的每一位，多謝您們

陪伴匡睿成長，令他成為一個有愛心及喜樂

的孩子。我們會秉承學校的精神「我們要彼

此相愛」，把愛傳到世界每個角落。

最後，祝願您們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仇匡睿爸爸媽媽

梁 劭 澤 家 長 的 心 聲

感恩，校內外充滿愛的成長。

感謝，促成小孩愛上學、愛學習、愛互動。

感覺，每每關愛到處體現。

感受，每一活動、體驗總是由心出發。

感動，教育毋忘初心、體貼入心。

感觸人心。啟發父母心。啟迪孩子真。

感激家長委員無私付出引導，共添色彩。

感激每位老師工友悉心照顧，共同培育。

感激校長延續教學、用心真摯，共建美麗回憶。

謝謝沿途有你、開展了小孩第一個、又一個的學年……

衷心送上無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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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子 樂 家 長 的 心 聲

感謝天父的安排，讓子樂能入讀明愛凌月仙幼稚園，可以在這個

充滿愛的大家庭成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子樂在幼稚園已度過了精彩的三年時間。三

年前，他還是一個甚麼也不懂，甚麼也不會的小孩子，經過老師的培

養和教育，關心和鼓勵，讓子樂可以在興趣中學習，在學習中掌握知

識。如今，他已成為一個具有多方面本領的小大人了！這三年，也是

子樂在幼稚園裡接受新知識，接觸新事物的啓蒙階段，學做早操、學

識字、節目表演、運動比賽、玩遊戲、做手工等等，豐富的活動令

子樂的幼稚園生活多彩多姿，即培養了子樂的技能和適應能力，還完成

了小一銜接的平穩過度。

記得低班學習關於「頭髮」主題時，學校安排全日班表演，當小朋

友戴着各種特色髮套出場時，所有家長粉絲全部捧腹大笑到流眼淚。很

可惜，低班下學期開始，因疫情關係令大部份日子都停課，期間老師製

作許多愛的短訊、教學短片和工作紙發送給家長，另外也郵寄手工材料

及小禮物給小朋友帶來驚喜，老師不時來電關心小朋友在家情況，因妹

妹手指受傷，葉校長在假期還親自致電給媽媽，令我們感受到愛和關懷。

在停課期間子樂時常跟媽媽說很想念老師和同學，還問甚麼時候才能上

學。媽媽問他如果能夠返學，在學校最想做的是甚麼？他說最喜歡和同

學一起吃午餐，所有飯菜都很好吃，很開心而且很美味！

子樂是一個害羞不善於表達的小朋友。升讀高班時，在葉校長的鼓

勵下，子樂主動要求同媽媽一起完成了採購食材、洗切及烹煮的過程，

第一次挑戰吃苦瓜炒雞蛋。從第一次嘗試一塊苦瓜到第N次可以吃到七、

八塊苦瓜時，這份勇於嘗試，敢於挑戰的精神讓我們非常欣賞。更讓我

們感動欣慰的是，子樂性格愈發地完善。現在的子樂自信卻不自傲，積

極進取又能肯定他人的長處。比如他參加學校運水比賽後，回家告訴



P.14

很感恩葉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子樂的關愛和

照顧，多謝各位工友姨姨、義工媽媽、Joyce

姐姐及曉琳姐姐為小朋友付出的努力，還有陪

伴子樂成長的同學們，衷心祝大家身體健康，

小學生活愉快，每日開心旦旦！

媽媽：「我們小組拿了一次第一名和一次第二名，因為大家全部非常

努力且配合得很好，所以才可以拿到第一名。

另一個小組的同學也很厲害喔，所以他們也拿到

了第一名。」

均耀，由你不懂如何綁鞋帶到如今能自理起床、刷牙、沖涼，3年

的幼稚園生活令爸爸媽媽見證了你成長的一點一滴。能夠遇到凌月仙幼

稚園的校長和各位老師，是均耀踏入校園生活第一步的幸運，各位老師

對教育、對小朋友的熱誠和耐心，是我們每位

家長有目共睹的。

鄭 均 耀 家 長 的 心 聲

記得當日帶均耀來學校面試，均耀出奇地

喜歡這所學校，又意外地在Interview上表現出色，

緣分就是從這一刻開始了。當收到學校收生通

知書時，均耀問我：「是否去我最鍾意的幼稚

園讀書？」我點點頭，我還記得均耀當時的笑

臉。

時光飛逝，3年的幼稚園生活馬上就要結束

了，感謝葉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教職員及校

工姨姨對均耀的悉心照顧，如果凌月仙有小學，

一定會是均耀的第一志願及唯一志願。

均耀面試的相片

(

家
長
提
供)



許 栢 熙 家 長 的 心 聲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栢熙在明愛凌月仙幼稚園三年的生活快將劃

上句號，真的萬般不捨。

想起當初幼兒班，老師跟我說栢熙上課時的情況，心裡其實很擔

心，擔心會不會影響到他學習及成長，在我迷惘不知怎麼辦的時候，

真的很感激張主任，學校社工阮姑娘，她們不斷開解我，又教我如何

處理，怎樣能幫助栢熙，還有其他老師們的關愛和耐心教導栢熙，令

他不斷進步。

因疫情關係，低班及高班大部份日子都無法回學校上課，在低班

停課期間，學校很窩心製作了「愛的短訊」及「愛學習，愛遊戲」的

短片，令學生從沒有脫離過學校，還有老師會致電給家長，和小朋友

及家長傾談，關心我們的狀況，而在高班一開學已經用Zoom上堂，初

初陪栢熙上堂，覺得用這種模式，好像對他沒有甚麼用，但自從老師

建議給他自己嘗試後，漸漸發現有所轉變，可能沒有我可依賴，栢熙

變得能獨立處理課堂上的事，亦能吸收到課堂知識，很多時還能清楚

說出課堂上的訊息給我聽，真是令我驚訝。其實每天用Zoom上堂，老

師們要準備功夫真的很多很多，加上始終是新模式，技術上都會有問

題出現，但老師們為了小朋友仍然天天不辭勞苦，見到你們的付出，

除了感動和感謝，都不知再可以說甚麼：「你們太有愛了。」

今年畢業禮與平常不一樣，因限聚問題，只可以分小組舉行，最

初會覺得有少少遺憾，但到了當天，感覺實在太好，又溫馨又感動，

還有會令人全場眼睛從未清晰過，當天每位小朋友表現，個個都很出

色，見到他們穿起畢業袍領證書那一刻，不得不承認他們真的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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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年裡，不單只栢熙有進步及成長，而我栢熙媽媽亦同步成

長，感謝葉校長及每位老師的鼓勵和幫助，解決了很多育兒上的問題，

葉校長更不嫌我煩，在百忙中都抽時間出來，

另外衷心感謝由幼兒班到高班一直陪伴栢熙成

長的李錦儀老師，我跟栢熙經常麻煩她，李老

師能不分晝夜都盡快幫助我們，很感恩栢熙

能夠入讀凌月仙，讓他在這麼有愛的環境成長。

最後祝願葉校長、各位老師、各位職員身

體健康、開心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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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梓 駿 家 長 的 心 聲

感恩三年前梓駿能夠進入凌月仙這個大家庭學習和成長。梓駿最喜

歡到肌能室玩體能遊戲，亦很享受每一天的課堂。轉眼間已經來到畢業

離別的時候，心裡萬分不捨。因為疫情關係，學校不斷作出改變來迎合，

這是相當不容易，看得出學校以兒童為首。在這三年裡，我深深感受到

校長的和藹可親，老師的滿滿愛心，除了關顧着兒童，同時亦關心著

家長，記得有一次下大雨，婆婆親自送梓駿回

校，老師接過梓駿後，校長亦不忘關心婆婆，

想讓她歇一會喝杯熱茶，深怕她着涼，真是很

窩心！

最後祝願校長，老師，各職員繼續能夠秉

承校訓「我們要彼此相愛」來傳承將來每一位

小朋友，用正向的態度來迎接未來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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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下，大家都經歷了一段非一般的幼稚園生活。

防疫措施不停的轉變，令面授課程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段時間學校定必

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及工作量。

凌月仙擁有專業出色的教學團隊，校長、老師們都是充滿使命感的

教育工作者。我們感受到學校上上下下每一位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去適

應教學環境上的轉變。在短時間內，由以往面授課程轉換成不熟悉的網

課模式，實不容易。我們欣賞學校對網課安排的一絲不苟，課堂上老師

各施其職，盡顯合作上的默契。除此以外，學校著重家校合作，老師時

常與家長保持溝通，了解兒童在家中的情況。學校又會定期檢討網課的

內容及時間安排，並作出適切的優化。回校面授的時候，又會細心安排

衛生防疫上的細節，好讓家長安心讓孩子回校上課，全憑學校教職員團

結上下一心，才能渡過這段困難的時間，化腐朽為神奇。

疫情期間，很多美好的親子活動都被迫取消了，但感恩我們還可以

擁有一個溫馨感人的畢業典禮。謝謝學校獨具匠心的安排，讓孩子和家

長能有機會一同回顧三年間美好的校園生活，好好與彼此道別。感謝學

校不謹愛護我們的孩子，更時常關心家長的困難、著重家長的感受，好

幾次看到孩子給我們的愛心小驚喜，都會被深深感動。

「不要強我所難。不要加我重擔。給我適當自

由。我要開心旦旦。」不是口號，而是學校對孩子

的承諾。明愛凌月仙確是幼兒教育的瑰寶，感恩我

們的孩子能在凌月仙搖籃中茁壯成長。離別依依，

我們祝願學校每位幸福健康、平安快樂。願凌月仙

大樹護蔭下，永遠充斥著孩童天真爛漫的笑聲。

吳 銘 謙 家 長 的 心 聲



長大了！我們一家人懷著感恩的心，謝謝上天讓

我們遇上最好的學校、最好的老師。

最後，謝謝全世界最親民的葉校長帶領了一

班優秀的團隊，因為你們的用心、用愛經營了一

間非凡的學校。我們的孩子是被愛的、幸福的、

幸運的！再次感謝你們全體職員對子勤的愛與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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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子 勤 家 長 的 心 聲

時光飛逝，眨眼已經過完了三年的幼稚園生活。我很深刻記得當

初為何選擇 貴校，是因為參觀了學校開放日，即日已經感受到學校是

用「愛」去經營的，裡面展示了很多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的玩具與教具，

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非常幸運地孩子能夠入讀 貴校。在這三年間子勤由個性非常內斂、

見人就躲在身後的孩子到現在變成願意分享、開朗、單純的孩子。雖然

他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看到他每一日的進步便感滿足。

因為疫症，孩子錯失了很多校園的生活，但也因為疫情這段艱難的

日子，更顯學校的所有教職員，都是本著「愛」這信念去教育我們的孩

子。在上Zoom期間，老師花了很多時間、心機來準備不同的方案、教

材，在課堂上又唱又跳，更要讓孩子們遠離一下電腦的螢幕達致可以保

護他們的眼睛。還有就是學校會因應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孩子的需要作

出相應的幫助，這一切的貼心都暖在我心！我特別感謝盧恩宜老師這段

時間的協助，真的減輕了很多壓力！

我們很想孩子長大，又不捨得孩子長大！我們帶著這矛盾的心情走

到最不捨得的分離！我們的孩子真的長大了，媽媽我也跟孩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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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昕 霞 家 長 的 心 聲

快樂時光容易過，轉眼三年的將要過去，想想要離開凌月仙的大

家庭，孩子有很多的不捨。作為一個能參與其中的我，更加是五味雜

陳，心中最多的是感恩和感激校長和老師們的付出和愛。昕霞的哥哥

和姐姐都是在凌月仙畢業，至於第三個孩子也能在這裏上幼稚園，我

很期待和安心，有熟悉的環境和老師，讓我有回到家的感覺。

2019年冬天疫情開始至2021年春天的疫情肆虐，在這期間社會上

和各個領域都遭受了抨擊，學校也不能倖免。校長和老師們時刻計劃

着如何應對，校長和兩位主任帶領各位老師們，在教育局未宣佈停課

之前，加班加點編課程和印課業，到教育局宣佈停課的時候，我們高

班的堂課和課後練習已經分好，等派到家長手中，在家以視像的形式

上課。接下來就迎來上Zoom的日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家只是對着

一個孩子，也只是操作一部機器，很難想像老師們要對着48個孩子，

要為每一個學生對練習作業和批改，而且是連標點符號都看得清清楚

楚，這是如何做到的？有家長透露老師們在二樓的肌能室開了一個類

似網紅的「直播間」，還徵用了老師私人的平板電腦和手機，分每組

幾個同學的觀察着，這個陣勢和勞心比實體上課要來的辛苦和付出更

多的精力……

經過了停課及漸進式上學，校長和老師們及學校職員定期檢測，凌

月仙在教育局宣佈復課時，第一時間全校復課，整整早了其他學校兩

個星期，對於有需要上班的家長，學校也全面照顧，老師用了午飯和

午休時間照顧有需要的小朋友，比如我在整個5月和6月幾乎每個星期

都需要見2次醫生，常常很遲才去接放學，有一次路上大塞車趕不上接

放學，我打給學校，恰巧葉校長聽電話，校長在電話裏安慰說：「媽



媽不要著急，小朋友在學校很安全，有老師會照顧，媽媽要先照顧好

自己，保重身體……」放下電話時，陣陣暖意和被愛流淌在心中，那

些感激的説話都不足以表達那刻的心情。明愛凌月仙幼稚園的校訓不

就是：我們要彼此相愛！但我們總是被愛被關懷的那一個。

今年的畢業禮應該是最特別的畢業禮，小型而又隆重。從入口嘉

賓戴上襟花到簽名進場到肌能室，每個步驟都是井井有條的進行。特

別感動的是孩子穿上畢業袍端正的走到校長面前領畢業證書，再以90

度向校長行鞠躬禮，那一刻覺得我最小的女兒突

然長大了；最有洋葱的部分是老師們給每個孩子

錄下了「寶貝對爸媽的情話」，那些話平時幾乎

不會聽到且那麼的窩心，不盡反思作為父母是否

忽略或者遺漏了讓孩子表達愛的行動，但我們是

幸運的，老師們用另一種方式彌補了忙碌爸媽的

缺失。我的三個孩子在明愛凌月仙幼稚園愛的懷

抱中畢業，而我也在這份愛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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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校長老師：

幼稚園快樂時間過得真快，還記得三年前女兒剛入校園時，她很

多時候都不情願地踏入校門，是老師們無私地

照顧女兒，讓她慢慢地喜歡上幼稚園生活，並

每天一步一步快樂地成長。我們永遠都不會忘

記女兒人生的第一個學習階段「明愛凌月仙幼稚

園」。這三年來我們和女兒都學會很多道理，正

向思維，開心和愛護別人等等，在未來道路上，

我們一家會一步一步地向前行。
琅程爸爸媽媽

張 琅 程 家 長 的 心 聲



謝 卓 凝 家 長 的 心 聲

十分感恩卓凝可以入讀明愛凌月仙幼稚園，這是一間充滿愛心的幼

稚園，各位同學都被葉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愛包圍著成長。

時間過得很快，卓凝轉眼間已經畢業了！回想起三年前開學初期，

卓凝因為不捨得和媽媽分離，每天都哭著說不想上學，甚至躲在書枱下

不肯出來，令媽媽十分擔憂，幸好老師很有愛心和耐性，好像有魔法一

樣令卓凝慢慢就愛上上學了。很感謝葉校長和老師們這三年的悉心教導，

除了在學術上的教導外，也很著重品德上的發展，令卓凝成為一個有愛

心和有同理心及樂於幫助別人的快樂小女孩。葉校長絕對是一位很好的

校長，不但愛錫小朋友，還會關心家長，一起去面對困難，絕對做到

「我們要彼此相愛」。

在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學校經常安排不同的親子活動，令到我和

爸爸都可以有很多機會和卓凝一起參與學校的活動，每次卓凝都會十分

期待和開心。而我亦都很開心成為學校的義工家長，可以和其他義工家

長一起工作，更加了解卓凝的校園生活。

因為疫情關係，令到幼稚園的生活突然變得不一樣。雖然停課不能

回校上課，但老師們每日都會盡心盡力去安排網上授課，令到同學們在

家都能夠繼續學習。此外，很多的學校活動都

無法正常進行，但老師們總會想到其他方法，

例如：視像參觀聖堂，水運會變成運水比賽，

線上親子體操等等。感謝葉校長及老師們為小

朋友舉行了一個充滿愛的畢業典禮。看見卓凝

由一個三歲的小女孩，慢慢長大成一個準備升

小一的女孩，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看到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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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心地一邊跳舞一邊出場，眼淚已經不禁流下，再看到她從葉校長

手上領取畢業證書，眼淚又再次流下。最後聽到卓凝說出給爸媽的心聲，

真的很窩心，多謝學校把卓凝培育成一位懂得感恩的小女孩。

最後，衷心感謝葉校長，各位老師，阮姑娘，Joyce姐姐，曉琳姐姐，

各位工友姨姨在這三年的悉心照顧，祝各位身體健康！主佑平安！

蘇 芊 同 家 長 的 心 聲

時光飛逝，轉眼芊同在凌月仙的三年幼稚園生活過去了。這是我在

凌月仙過第二次三年了，當年哥哥在學校的所有點滴和回憶，一直深深

刻在腦海裏。所以當妹妹到了入學年齡，就很想回到這個充滿愛心的大

家庭。非常感恩妹妹可以和哥哥一樣在凌月仙學習和成長。

在這裏有太多太多開心和難忘的回憶了，如：潑水節、親子體操、親子

旅行、製作賀年食品、聖誕表演等等……這些活動片段，每每想起都會

令人會心微笑。還有在學校認識到一班義工家長，大家一起完成各種義

工活動，一起吃早餐，大家無所不談，令我的生活加添色彩。這一切一

切全因我們有一位能幹和非常有愛心的校長，帶領着一群對教學充滿熱

誠和友愛的老師，付出了很多心機、精神和時間去製作和籌備。縱然本

屆畢業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停課，但老師都會來電以了解學生在家

中的情況，還會準備小禮物、製作愛的影片以及用視像形式上課，令同

學可以在家中繼續學習。這些都令我深深感受到

學校滿滿的愛。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全體教職員和工友姨姨，

真是感恩萬分！祝願你們各人都身體健康！一切順

利、平安！能將凌月仙的教學精神「我們要彼此相

愛」一直傳承下去，令更多的小朋友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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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君 頤 家 長 的 心 聲

在前陣子舉行的畢業禮上，我看到了三年前君頤入學時的照片，

那張如此稚嫩的笑臉讓我不禁思緒萬千。

尤記得三年前的這個時候，當我們帶著女兒來面試明愛凌月仙幼稚

園時，學校阿姨在門口笑著招呼我們喝水、吃餅乾，學校的老師溫柔而

有愛心，整個面試流程的安排非常緊湊合理，那時我心裡就暗自下定決

心，一定要讓女兒進入明愛凌月仙幼稚園學習。

非常幸運的是，明愛凌月仙幼稚園也選擇了我們！後來在園中度過

的三年時光也證明了我們當初選擇的正確性。

每天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時，常常可以看到葉校長站在門口迎送小朋

友，最令我驚奇的是，幼稚園裡那麼多的小朋友，葉校長卻能準確地叫

出孩子的名字；老師也會事無巨細跟家長溝通，被蚊子叮咬了、褲子弄

濕了、上課走神了等等等等，我訝異於老師的細心和周到，心裡總是

感激不已；而近年來的香港，也經歷了一些社會事件、疫情，而在停

課期間，學校卻依然能和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定期的電話溝通、信

件、禮物，總能讓孩子依然對學校、對老師心懷思念；停課期間恰逢君

頤生日，老師在當天一起錄音送出了生日祝福，還有禮物。每當我

和其他朋友聊天，說起明愛凌月仙幼稚園的種種時，他們也總是羨慕不

已：你們學校真是太負責任了！我也總是驕傲

地回答：「是啊，君頤的學校是真的很好！」

孩子每一步小小的成長都是老師們細心澆灌

的結果。每念及此，都只想誠摯地向明愛凌月仙

幼稚園的葉校長、老師們、校工阿姨們鞠一個躬、

道一聲：謝謝！



劉 柏 希 家 長 的 心 聲

孩子第一天踏進凌月仙學校大門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轉眼間已在

這個大家庭度過了三年，作為父母除了感動，就是滿滿的感恩和謝意。

校長常說「閂埋門就係一家人」，凌月仙不單是孩子的家，也是

家長們絕對信賴的最强後盾。記得有一次柏希在放學時為了爭先排頭

位，忘記把水樽放回書包，隔天回校也不願跟老師承認自己的小過失，

結果一直沒法尋回水樽，結果老師沒有選擇隨便發還水樽，反而耐心

誘導他明白自己仍要進步的地方，亦特意致電我們交待事情的經過，

可見老師們真的寧可多花功夫，也有教好孩子的決心，作為父母的亦

從中學懂了不少。

在過去的一年多對於小朋友、家長、以至老師來說都非常不一樣，

在疫情之下慣常的校園生活變得不再理所當然。即使只能靠短片和網

課維持學習，校長、老師及各位教職員的熱誠卻有增無減，不單花上

加倍努力，把學習體驗帶到孩子家中，語文、數學、專題、STEM、

Drama、音樂等全不缺，更盡力維持孩子跟老師和同學的社交連繫，在

線上舉行聖誕慶祝會、親子體能活動等等，令孩子重要的幼稚園生活

不會因疫情而有所缺失，正是校長常說的「辦

法總比困難多」，在生活不盡如意時教我們尤

其感恩。

離別在即，百般不捨，在此再次感謝校長、

老師和各位教職員給予孩子和爸媽無盡的愛！

祝各位身體健康、主恩常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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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以 澄 家 長 的 心 聲

看着眼前的以澄，拖着他的手，實在地感覺到我的小寶貝長大了

❤。以澄現在會為我和爸爸拍合照，還會叫我擺姿勢，有時又會好貼

心地幫我按摩，舒緩我肌肉的疲勞。雖然以澄還只是六歲，但是已經

是一個越來越獨立的小暖男，作為媽媽的我既感恩又不捨。

以澄的情感比較敏感，適應也需要較多的時間，回想他入讀兩歲

班的時候，剛巧是我誕下弟弟的時間，我倆和家人面對兩個大轉變，

都經歷了很艱難的一段歲月。看着他每天哭哭啼啼地上學，現在回想

起來仍然覺得很心痛，幸好後來知道凌月仙錄取了以澄，我們也收拾

心情，和以澄一起預備面對一個新環境，一個我們相信充滿關愛的地

方。

凌月仙絕對沒有讓我們失望！葉校長、張主任和幼兒班老師的關

愛，讓以澄逐步適應上學的生活；低班的老師協助他發展各項能力；

高班的老師則培育他變得獨立自信。其實到現在他仍然有時會因為疲

倦叫我幫他請假不想上學，但是轉頭他還是會快速地更換校服，也會

緊張盡量不想遲到，可見他心底入面是喜愛這個大家庭、校長和老師

們。

在三年的歲月裡，我們看到葉校長、每一位老師、阮姑娘和姐姐

們無時無刻都關愛著各小朋友。每逢下雨天，我們都會看到葉校長和

老師親力親為幫小朋友和家長撐傘，深怕小朋友和家長會淋雨生病，

可見葉校長和老師都不單是做好份內事，而是盡心盡力去愛護每一位

小朋友和他們的家人。

這幾年大家都經歷了不少的改變和挑戰，見到葉校長和老師們都

很勤奮、盡心盡力和小朋友與家長一起面對大大小小的難關，非常感

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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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快要畢業離開這個充滿愛和溫暖的地方，我們都是非常不捨得，

就好像看着他長大一樣，縱然不捨但更多的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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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日子也許充滿挑戰，不過凌月仙無私

的愛已填滿了以澄的心，相信他定必能以充沛的

力量面對未來的挑戰。

在此祝願葉校長和各位老師在未來的日子繼

續陪伴更多的小朋友和父母成長並且事事順心、

身體健康！也祝福各位同學能夠繼續在滿有關愛

的環境下健康長大！

張 享 進 家 長 的 心 聲

這三年過得真快，享進要畢業了，慶幸能夠在凌月仙大家庭成長，

不知不覺都六年，兩兄弟在凌月仙開心下成長，真的很不捨得畢業。享

進初初很害羞被動，所有事都找我，到現在主動舉手回答老師，還

會主動做功課，執書包，分享每日事情，真的長大

了很多，很感激各位教職員照顧。

校長老師真的很用心，有耐性愛心，特別這兩

年，因為疫情，每人生活方式都有轉變，突然停課，

教學方式轉為網上，每個人都要重新適應，見到老

師為課堂的準備，感受到真的很愛小朋友，為大家

努力，很感動。祝願大家順利上小學，開開心心地

成長。



鍾 苡 澄 家 長 的 心 聲

在此，我懷著無比感動的心對學校說聲「謝謝」。

苡澄就是個觀察型的小朋友，她需要不斷的鼓勵及安全感，事實證

明，我們的選擇沒有錯，我們從內心感謝老師們的細心、關心與愛心。

剛開始上幼稚園的時候，苡澄都會有分離焦慮症，總是哭鬧。

通過校園生活，苡澄開始喜愛上學，雖然還有哭鬧，但次數已經逐

漸減少，最有印象她K1第一次參加學校聖誕表演，她穿上一件自製的蘋

果水果紙牌，在台上很有自信地跳舞，非常可愛，那時候我的淚水也不

停地流出來。我感恩我選對了學校。

到了K2，出現了一場大家都不知所措的疫情，再一次考驗大家，感

激學校、校長、老師及職員對我們家長及學生的付出。相信這個疫情都

是大家第一次經歷的，在這個疫情，我完全感受到明愛凌月仙學校是一

間有愛心及負責任的學校，小朋友的Zoom課程就好像面授課堂一樣，

老師沒有因為困難而鬆懈，深深體會老師對小朋友的熱誠。

每次看到學校校訓：「我們要彼此相愛，不要強我所難，不要加我

重擔，給我適當自由，我要開心旦旦」我總會用這幾句提醒自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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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小朋友，期望這份愛能夠延續去到小學！

苡澄今年K3畢業了，感謝學校在疫情很多限

制下，也舉辦了一場非常感動又完美的畢業

禮，苡澄及其他小朋友的舞蹈表演確實令我

嘆為觀止，我和爸爸也以妳為榮！

衷心的祝福校長老師們健康快樂！祝福

孩子們一直勇往直前！



林 苡 蓁 家 長 的 心 聲

歡樂的時間真是過得特別快，感覺不久之前苡蓁才剛剛踏進幼稚

園的校園，轉眼就要畢業了，十分感恩苡蓁能夠和哥哥一樣，在這一

所充滿愛和正能量的幼稚園渡過了珍貴的三年，作為她人生裏的一個

重要起點。

非常感謝葉校長、老師們、各位教職員、姨姨們一直以來的用心

付出和照顧，特別是這一兩年，因為社會環境和疫情的出現，無論是

對學校、老師、家長和小朋友都是一個大大的挑戰，慶幸有充滿愛心

的校長和老師們不斷對我們家長作出支援和關心，即使停課期間都盡

心盡力為小朋友設計不同的學習課程、教具、遊戲、小禮物等，令苡

蓁即使在家中網上學習，但每天都過得非常充實。

另外，衷心感謝校方為孩子安排了一個非一般、溫馨、感動和難

忘的畢業典禮。有幸能成為畢業典禮籌委會的其中一分子，為孩子的

畢業典禮出一點綿力，同時，更深切了解校方為了舉行這個特別的畢

業典禮，所付出的努力是一點都不簡單，亦真心佩服老師在如此有限

的時間內，也能令每一位小朋友在畢業典禮上都表現出色，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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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苡蓁每天的進步，作為父母，我們都感

到很欣慰，在老師們的鼓勵和悉心教導下，苡

蓁由一個很被動、很靜的孩子，至現在會積極

主動參與課堂的活動和主動與其他小朋友一起

玩耍，的確活潑開朗了不少！

最後，在此祝願各位及家人都身體健康，生

活愉快！小朋友們都能愉快地適應小學生活！



宋 梓 揚 家 長 的 心 聲

5年了，媽媽我也畢業了！沒有明愛凌月仙，沒有葉校長，沒有老

師們，就沒有今天這兩個小孩的媽媽！

很感恩在5年前可以有幸入到這間充滿愛的學校！説真的，「愛」

這個字在這所學校是滿滿的！葉校長是最有愛的校長，當之無愧！

由K1到K3，由上學到放學，由課室到線上，每天小朋友也是快快樂

樂地去學習，這也正是最難能可貴的，所以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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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5年畢業生媽媽也非常之不捨，只希望我們

的小孩子以後也能快樂地學習，家長也能繼續

秉承明愛凌月仙的教學精神「不要強我所難，

不要加我重擔，給我適當自由，我要開心旦旦」

去教育我們的小朋友成長。

最後容我代芷晴和梓揚再一次多謝葉校長

和全校老師及校工！很愛您們！

陳 穎 珀 家 長 的 心 聲

我仲好記得，拖住穎珀隻手到凌月仙面試的情景，根本唔似學校面

試，教職員及老師們笑容滿面，我同穎珀講，入到呢間學校就好啦！

到現在，不經不覺3年了，過得非常快的3年，我仲記得揀凌月仙嘅原因

係「學校好有愛」，呢個愛，這三年來滿滿的感受到，我們家長們成日

講笑，我地比凌月仙寵壞晒，升到小學點算好，驚會唔習慣。

校長講過，幼稚園嘅工作係令小朋友學懂

愛人，學懂感恩，有一個正向思想，為日後成

長道路打好基礎。

從穎珀身上，我看到他很愛身邊嘅人，愛

家人愛朋友，每晚都會說：「媽媽I love u！」

這正正係我為佢揀凌月仙嘅原因。

感激感謝遇見凌月仙校長及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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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孩子有幸在這渡過開心的幼兒階段，

這幾年的點點滴滴，都深深感受到這間學校的校

長、老師們為孩子的付出，相信背後推動她們那

份絕不僅是一份工作責任。

除了衷心感謝，最後祝葉校長、老師們和姨

姨們生活愉快！♥

疫情期間，也從來都無間斷過對學生和家長的支援，甚至擔心小

朋友因為疫情錯失了本該應有的一些活動和快樂，希望透過Zoom盡量

給予小朋友該有的活動和資訊，為配合Zoom教學，不辭勞苦，修改和

調整教學內容，還有準備大量教學物資送遞給各位小朋友。

在復課之後，老師特意在放學之後額外抽時間幫小朋友溫習圖書，

加強小朋友的進度。還有早陣子戶外畫展活動，真是想不到會有一個

這麼特別的活動，讓人很驚喜。

能夠成為凌月仙的一份子，無論對信揚或者身為家長的我們，都是

一件很幸運的事。凌月仙幼稚園在我們心中是一間實而不華，總是以學

生的利益作出發，默默耕耘做教育的學校。

陳 信 揚 家 長 的 心 聲

黎 梓 申 家 長 的 心 聲

明愛凌月仙是一間充滿愛的學校，梓申過去三年得到很多，由不懂與

人相處變得主動回家分享學校趣事，最記得每星

期與小朋友的親子體操，第一次與小朋友在學校

一起活動，活動中感受到他們在學校的一點一滴。

多謝校長同老師為我們準備了一個難忘又感人的

畢業禮。雖然經過疫情的洗禮但第三年的回憶

依然刻骨銘心，校長、老師，加油呀，祝願疫情

快過，一切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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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芊 羽 家 長 的 心 聲

2021年度畢業的小朋友，這是特別的一年，

在風雨飄搖的時代，感激凌月仙幼稚園上下所有

教職員，為小朋友提供一個充滿愛的學習環境，

讓小朋友在愛的懷抱下快樂成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幼稚園畢業，很幸運能夠在明愛凌月仙的大

家庭一起成長，想起都有很多感觸。

每天見到思程開開心心返學的樣子，媽媽見到非常之欣慰，當思程

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校長和老師們對思程的關心和對媽媽的安慰無微不

至，我們記在心裏。

老師也是孩子的一面鏡子，令到思程能夠從中學習從中感染，成為

一位有禮貌有愛心的小朋友，爸爸媽媽都感到很自豪，有很多說話盡在

不言中。

今年是個不一樣的年（疫情關係)，每次聽見校長開會老師加班，

彭 思 程 家 長 的 心 聲

身為媽媽的我真的很感謝你們為孩子的付出，也很

想為學校出一分力。在這艱難的日子裡都能為孩子

們創造一個又難忘又有意義的畢業禮，可以給爸爸

媽媽見證孩子們的成長，留下一個美麗的回憶，非

常感恩。

在此，謝謝葉校長和所有老師們，還有校工們，

你們辛苦了。在未來的日子裡，祝大家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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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朗 僑 家 長 的 心 聲

在凌月仙讀書已經三年了，在這裡好感激校長和老師們對小孩的教

導，這三年期間因為疫情關係，我們有一段時間需要停課，面對着上課

的方法不同和家長們的憂慮，學校都能一一兼顧，我記得第一次我的小

孩用Zoom上課時種種情況，要我的小孩去專心，實在不易，當老師見

到學生們的不安後，便主動打電話給我去了解情況，選擇與家長好好溝

通，一齊面對因為環境不同的教學模式而作好準備。

我好明白要準備一堂Zoom ，實在不易，老師確實很用心令Zoom能

有理想的學習效果，現在我的小孩明白上Zoom應有的學習態度，全靠

老師和家長互相溝通，找到最能幫助小孩的方案，才能令小朋友繼續成

長。在這短短三年中，我完全感受到學校對小朋

友的愛，雖然我們即將離開這麼有愛的地方，但是

朗僑和我，都非常感恩能夠就讀凌月仙幼稚園，

我知道升上小一後，依然有着不同挑戰，但我相信

帶着在凌月仙學到的愛與感恩，一定可以把種種困

難克服。

在這感激教導過朗僑的每一位老師，還有我

最愛的葉校長，我愛妳們！

李 峻 賢 家 長 的 心 聲

親愛的校長和老師們：

感謝您們的祝福，很開心可以來到明愛

凌月仙幼稚園大家庭，令峻賢可以短時間融入

及快樂學習，在充滿愛的環境認識很多好朋友!

李峻賢爸爸媽媽



吳 燁 銅 家 長 的 心 聲

2021年7月份，炎熱的初夏。再過幾天，燁銅在凌月仙幼稚園校園生

活已經接近尾聲，快要畢業了！升小學！

身為父母感到燁銅又長大了，有些小事情懂得自己做，及處理表達

說話方式，以及課本上的學習，能在生活應用到。例如認識多了中文字、

英文、簡單計算。這些要感謝校長及老師的細心教導及因材施教。

一次傍晚六點幾，我們一家五口，在附近遇上葉校長，因當時疫情

嚴峻，已經有一段長時間沒有上課。校長一見到燁銅非常開心，見到校

長想用平時的動作(一定會抱一抱燁銅或者吻一下學生的額頭) ，但今次

沒有，大家都帶著口罩，但從校長的眼神見到是多

麼的掛念班學生。

疫情令大家都好難見到面，但校長及老師們

都千方百計地想辦法令到學生在家都可以學習，

做功課。由各項細節都見到校長及老師們背後的

滿滿愛心，她們隨機應對能力非常快，非常感動！

在此感謝、感恩！凌月仙幼稚園的葉校長及

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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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梓 善 家 長 的 心 聲

感謝凌月仙全體的付出！這三年來梓善有愉快的學習，好喜歡返

學，返學好開心，好滿足！感到學校付出的愛，因為每一天小朋友都

開開心心上學，開開心心放學。

參加完畢業禮，見到梓善正正經經的樣子、

我從未見過這樣認真，不禁令我感觸落淚！我發

現……我兒子真的長大了、懂事了！

感謝上天安排，梓善來到凌月仙幼稚園讀書，

被滿滿的愛包圍，得到幸福，快樂！

盡在不言中！感激全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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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畢業生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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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畢業~家長送上祝福

爸爸媽媽愛你！

見證你一天天成長 媽媽非常開心

你一定要好好學習，長大做一個對社

會有貢獻的人。

(彭思程家長)

尚悠：

對於您即將完成幼稚園的學習階

段，爸爸媽媽為您感到高興！雖然您

在校學習的時間受疫情影響大幅減少，

但看到您仍然很快樂的享受在校及網

上的學習時光甚感欣慰！

即將到來的小學階段，希望您繼

續努力學習，好好享受小學生活，並

繼續活潑可愛的成長！！

(郭尚悠家長)

親愛的梓揚：

您畢業了！媽媽好感動！多謝您

來成為我的兒子，令媽媽感受到您的

愛！我們一起繼續努力。一起成長！

愛您大個仔！

上小學後繼續保持快樂學習！

(宋梓揚家長)

以澄：

爸爸媽媽囑咐你繼續在滿有愛和

關懷下成長，找到自己的路！

好愛你的爸爸媽媽

(陳以澄家長)

親愛的栢熙：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你已經6歲，

幼稚園也畢業了，希望你在未來的日

子能無憂無慮健康快樂成長，爸爸媽

媽會永遠愛你及支持你啊！加油！！

(許栢熙家長)

李釋：

爸爸媽媽看見你很用心學習進步

了很多，十分高興。來年升小一，希

望你能夠自己做更多的事

(李釋家長)琅程：

這不一樣的三年幼稚園的生活有

著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們能夠看見你

快樂的成長和進步，每天生活多姿多

采。這裡是你成長的第一個台階，希

望你未來都努力學習。

(張琅程家長)

畢業了，要做個勇敢快樂小學生。

(黃文靜家長)

親愛的銘謙：

希望你能帶著明愛凌月仙和我們

的愛，迎接小學生活的新開始！我們

愛你！WE LOVE YOU 3000！

爸爸，媽媽和哥哥

(吳銘謙家長)

愉快學習 健康成長 爸媽愛你

(鄭子櫻家長)

親愛的梓駿和所有K3同學：

時間過得非常快，你們9月就已經

成為小一學生，你們將會到一個新環

境，有新的老師和同學，別擔心，爸

爸媽媽會支持你們一直陪著你們度過。

祝願你們未來順順利利，繼續享受

校園生活！

梓駿爸媽上

(吳梓駿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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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申：

祝你日日開心 身體健康

(黎梓申家長)

親愛的柏希：

很快你便要上小學了。祝福你繼

續開開心心。喜歡學習和享受校園生

活，結交一班好朋友！

各位凌月仙的小朋友也要開開心

心健健康康！

(劉柏希家長)

祝福高班的每一位小朋友未來的

每一天都是開開心心，感恩所擁有的

一切！

(馮美錡家長)

親愛的穎珀：

畢業快樂，還記得K1第一天跟你一起

上課的情形，好像只是早幾天的事情。

轉眼間，已經3年了，看著你長大，在

凌月仙裡學懂愛，每天都會對家人說：

「我愛你」，感恩感激遇到凌月仙校

長老師們，這裡充滿著愛。快升上小

學，好好的享受餘下來跟同學、老師

和校長相處的日子，要做一個充滿愛，

懂是非黑白善良的孩子。

(陳穎珀家長)

祝小朋友：

心懷熱愛，以夢為馬，

以終為始，終有所成。

永遠快樂

(翁君頤家長)

致親愛的校長、老師：

感恩！校長、老師們的一點一滴的

愛心匯聚成一幕一幕美好的回憶！

我相信燁銅長大之後亦會記得，在

凌月仙幼稚園受到校長、老師們的悉

心照顧及快樂的學習經歷。

教育事業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置，

而且是充滿挑戰的一份工作。在此向

葉校長、老師們背後默默地辛勤工作

致敬！！

(吳燁銅家長)

孩子能在充滿大愛，關愛的環境下

成長，展開學習的里程碑，全賴遇上

你，為毛孩添上色彩。願大家平安喜

樂！

(梁劭澤家長)

親愛的浩言：

恭喜你今天畢業了，爸爸媽媽又是開

心又是不捨。回望三年在凌月仙美好

的時光轉眼已過。九月份就會到小學

開展新學習生活。在新環境總會遇到

困難，但是爸爸媽媽一定會在旁支持

你、愛護你。加油啊浩言，爸爸媽媽永

遠愛你。

爸爸媽媽上

(譚浩言家長)

時間過得很快！你們畢業了！要開

始上小學。感謝學校三年的愉快學習！

祝福各位小朋友開心學習！記住美好

回憶，繼續乘風破浪！加油！

(郭梓善家長)

致學校：

我是吳創昇的媽媽，我好感謝所

有老師對創昇教導，多謝校長一直疼

愛創昇。

(吳創昇家長)

勇敢前進

父王母后永遠愛你！

(林紫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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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心肝寶貝：

轉眼你已由一個個子小小，充滿

稚氣的BB，變成一個機智鬼馬的準小

學生了，爸媽祝你在未來的日子裡，

能樂觀、勇敢地接受所有挑戰。爸媽會

一直在你身邊支持你，永遠愛你！

(江柏橋家長)

親愛的子樂：

你是個活潑可愛，能幹的好孩子，

非常喜歡動腦筋，你還具有探索精神，

常能自己發現科學的奧秘。你做任何

事情都很認真、仔細、老師交給你的任

務總能一絲不苟的完成，希望你進入

小學後能更加努力，敢於大膽發表自

己的見解，多與同學分享人生趣事。

(馮子樂家長)

令堯：

恭喜你畢業了，大個女升小學了！

爸爸媽媽上

(陳令堯家長)

躍騏：

時間過得飛快，你忽然就要從幼

稚園畢業了。今年我們度過了艱難的

一年。但是你一直都過得很開心。希

望你以後也能天天開心。

愛你的爸爸媽媽

(陳躍騏家長)感謝明愛凌月仙幼稚園的老師校長

於過去三年的教導。

(簡詩睿家長)

今天是安圻的畢業典禮，多謝校長

和老師給小女一個愉快學習的環境下成

長！希望未來的日子安圻開心快樂地迎

接小學生活，順利過度！

(彭安圻家長)

轉眼就小學了！每一個笑容，如

陽光照著爸爸、媽媽、老師、朋友。

祝福你們帶著微笑走進小學的校園，

迎接新的階段，做個堅強，有責任感

的大哥哥大姐姐！更加努力學習，老

師、爸媽都為你們加油打氣！

(黃雅悠家長)

祝願你健康快樂成長！在小學的路

上認識更多好朋友，找到自己的興趣

和目標。加油！

(蘇芊同家長)

祝Baby每天都開開心心

(黃芊羽家長)

親愛的卓凝：

恭喜你，祝開心上小學

健康快樂地成長

放眼世界成為未來的棟樑！

(謝卓凝家長)

親愛的苡蓁：

今天是你畢業的大日子！媽媽十

分感恩你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裏度過

了快樂的三年！祝你在小學繼續愛學

習，和同學融洽相處，每天都開開心

心！

愛你的爸媽上

(林苡蓁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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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老師無私無悔地教育均耀！每

課堂生動活潑的講課而豐富了他的知

識，一個個新穎有趣的遊戲來啟發了

他的智慧，老師的仁慈、寬容和智慧

讓他會感恩、理解和思考。老師妳們

的教導之恩讓他終生受用，謝謝！

(鄭均耀家長)

親愛的孩子：

你豐富了我人生的顏色，給了我新

的角色和勇氣，謝謝你的到來，我會牽

著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一天我

會放手，從背後看著你努力，朝夢想

奔去！。

(吳昕霞家長)

親愛的哥哥：

眨眼你就要上小學啦，真的長大

了！爸媽希望你能夠做一個有擔當良

善的孩子。

我們永遠支持你，愛你！加油！

(黃子勤家長)
朗僑：

恭喜你！幼稚園畢業了，升上小學

希望你努力學習，祝 快樂、開心每一

天。

Congratulation!!!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Clayton, You always be our 

super star! 

From：Mommy&Daddy

(鄧朗僑家長)

明愛凌月仙校長、老師、校工姨姨：

今天我們畢業了，這幾年大家的

幫助真不少，心裡實難捨。祝大家時

刻開心快樂！

式娮爸爸媽媽上

(譚式娮家長)

享進：

今天畢業了，這三年過得比較特

別，看到你長大，真的很高興，由每

天唔想上學，到現在開開心心上學，

希望上到小學，都是開開心心，健康

成長，已經很滿足。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張享進家長)

汶僖與各位小朋友：

祝你們在每個成長的日子裡都開

心快樂、每日笑口常開！

(賴汶僖家長)

大個囡了，希望開心升小一

(曾凱楹家長)

祝福各位同學健康成長，努力學

習，好好享受小學生活！感謝凌月仙

幼稚園校長老師們的教導！

(曾千譯家長)

一步一腳印，由幼稚園到小學

祝福你每個人生階段也要開開心

心，充滿色彩與歡笑。

(鍾苡澄家長)

我們最愛的阮澤勤：

BB，你長大了！

你是小一學生了！！

小學生活充滿挑戰，不用怕！爸爸

媽媽永遠會支持你！因為你是爸爸媽

媽弟弟最愛的哥哥！

(阮澤勤家長)



模擬小學-明愛凌月仙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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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運用家課冊
早會

學習處理功課 學習執書包

課堂活動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宗教

視藝

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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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

體育

科學

特別活動:寄信給小學校長和老師

兒童合作書寫的信件 小學回覆信件



小學生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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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優異獎

最佳班長

最有禮貌獎

優良功課獎

最佳笑容獎

最有毅力獎

最佳體能獎

中文小博士

數學小專家

英語大使

美藝創作獎

舞姿優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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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應獎

最積極分享影片家庭

最有愛心獎 最佳資料搜集員

學習進步獎最守規則獎

整齊校服獎

勤到獎

最投入課堂獎最有創意獎

探究精神獎
感謝各位家長!



不要強我所難，

不要加我重擔，

給我適當自由，

我要開心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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