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畢業同學和家長 :
三年幼稚園的學習生活轉眼間完結，同學們畢業了！當父母的可以鬆一口氣，因為子女第一個學習階段完成了，他們長大了！父母
還記得當子女第一天踏進幼稚園的樣子嗎 ? 他們歡歡喜喜地到達校園，但當你們要離開時，他們哭著喊著，緊緊地抱著你們不放，嚷著
要回家呢。試看今天的同學們，他們接受校長和老師三年的悉心培育後，不單待人有禮，說話清晰，更懂得幫助別人和與人分享。這都
不是甚麼奇蹟，而是成功幼兒教育的成果！感謝校長和教師團隊為同學付出無私的愛和耐心培育！感謝家長能夠和學校合作無間，信任
學校和支持學校籌辦的學習活動！感謝天父每天陪伴同學學習和成長！ ( 瑪 28:20『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
父母愛惜子女，無微不至。一方面，家長今天為子女迎接新的小學學習階段而感到喜悅，但另一方面，明天便為子女開始踏進小學
而心存憂慮。有些家長會擔心小學課程過深，子女因能力不足而趕不上 ; 有些將子女和其他同學比較，擔心被比下去 ; 有些則擔心小學
功課過多，子女會吃不；更有些擔心子女害怕陌生環境，會因為不適應新的校園而產生焦慮……。家長們，你們有上述的憂心嗎 ?
今天同學在教區轄下的幼稚園畢業了，你們實在不用有任何擔憂，因為校長和老師已經為同學升讀小學作了適切的準備，大家以充滿喜樂和期待的心情與子女
一起迎接多姿多采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學習生活吧！
請父母謹記，千萬不要小覷子女的學習潛質和適應能力，只要你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天父賜給他們的才能各有不同，同時每個孩子都是天父喜愛
的，那麼透過家校合作，共同按照孩子的能力和學習進度，用心培育他們，他們定能成才成器，並且定能成為社會國家未來的棟樑。
願天父繼續保守護佑畢業同學，讓你們在祂的愛內健康、快樂地學習、成長和生活！祝願各位家長家庭幸福 ! 主恩滿盈 !
主佑大家。
                                                                                                                                 主愛內的
                                                                                                                                 廖慕賢校監

充滿不捨的感覺 – 回憶

家庭是幼兒成長的基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幼
兒的人格發展、自我形象、價值觀和態度，都深受父母和其
他成員的影響。當中，家長更是學校的緊密夥伴，學校與家
長建立互信關係極為重要，有利幼兒健康地成長：為了促進
全面的幼兒的發展，本園重視三方面的合作，包括 : 學校、
教師、家長都必須要良好的溝通、聯繫、共識及協作，讓幼
兒都能得到均衡的發展，塑造一個愉快及美好的歷程。
由於家長的參與有助促進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關係，本園
亦時常策劃各類型的活動如 : 親子旅行、親子聖誕聯歡會及
親子運動會等，以了解幼兒的成長和學習的需要。此外，本
園的心理學家亦會舉辦親職教育工作坊，好讓家長能認識幼
兒的成長、情緒管理、品德培育等課程，增進家長對子女成
長特徵的了解，提升育兒的技巧，以建立幼兒合理的期望。
家長是學校重要的人力資源，對幼兒作出最適當的支持
和支援。本園亦衷心萬謝曾擔任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及義務工
作的家長，能協助學校推行活動，以鞏固優質幼稚園教育的
素質。
此外，本人十分感謝家長們多年來積極參與校內所舉辦
的活動，如 : 早會 / 午會活動、親子生日會、親親孩子齊上
學觀課活動……等，除了能增進雙方的了解，更能親身體驗
子女在校的生活，這正是『愛』的表現。
面對時代急速的轉變，雖然我們的力量都很渺小，幸而
我們很感恩在天主的庇蔭下，賜予智慧，愛心和信念；令校
內各成員與家長們都能合
作無間地為這片樂土灑遍
『愛』種子，悉心地栽培
我們的小幼苗，願他們能
茁壯地成長，天主保佑 !
             主愛內的
李靈芝校長

不知不覺間，我的女兒終於要畢業了，回想起仔仔當年畢業的時候，
還沒有那種依依不捨，百感交集的感覺，時間真的真的過得很快，回憶
裡想起初次來到聖斯德望天主教幼稚園的時候，我們這一家人就真的感
覺到校長、主任、老師、書記和姐姐的愛心和親切的笑容，因為小朋友
有這種安心的感覺，很快便投入校園生活了，感恩。還記得五年前，仔
仔入學的時候，他是一個很需要慢長時間去教導的小朋友，但老師們都
給了他很多鼓勵、包容和耐心教導，亦因為老師無私的奉獻，真的令我們很感動和幸福，而我
有幸參與 PTA 的一職，我非常感謝學校給我很多嘗試，能夠發揮和創作，參與校內家長義工，
認識每一屆很好和可愛的媽媽，漸漸地我們已經變成了好朋友，謝謝她們的支持，先令到我們
能夠發揮團隊的精神，校長，老師，都給我很多的鼓勵和信心，最令我鼓舞是我能夠加入家長
教師會這個大家庭，我常常都會分享的，不只是小朋友在校園裡學習，而我亦有幸和感恩在校
園的大家庭裡學習，使我能夠繼續發揮學校教導的方針，要時常感恩幫助別人，珍惜，愛護家
人和身邊每一個朋友，感謝您們。
最後真的要說說再見了，寫到這裡，心裡充滿了不捨，但女兒都會常常說，再見的意思是
一定會再次見面的，她給老師一個約定，女兒真的長大了。再一次衷心多謝校長、主任、老師、
書記、姐姐教導和愛護我們，我和我的小朋友會繼續努力和好好享受新的小學校園生活，亦都
祝福今年畢業的 K3 小朋友，加油加油！
謝謝
高班望  蔡靖雅家長

My name is Ms. Sonia and I have been teaching as a Native English Teacher at
St. Stephen’s Catholic Kindergarten for three years. I teach Music and Movement
lessons, conduct after-school English Enhancement sessions to students of all levels,
as well as plan and implement monthly English taster lessons for new incoming
students. Each of these lessons focus on learning a range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vocabulary through a variety of fun interactive games, rhymes, songs and roleplay. The dynamic range of activities enables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to effectively
grasp new English materials.My lessons are always planned around striving to create an enjoyable
and exci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hopes that each session sparks curiosity and inspires a love
of learning. As a teacher and leader in the classroom, I do my best to embody qualities of creativity,
liveliness and humility, all the while maintaining an equal respect and concern for all the students I
teach.
I thoroughly enjoy being a part of the teaching team at St. Stephen’s Catholic Kindergarten, as the
school has supported me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grow and develop as a teacher, and as a person.
More importantly, the kindergarten continues to provide a safe, loving and happ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to learn and excel in.  
Miss.So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