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were fantastic in role-playing the “Gingerbread 

man” story. 

我們正在表演「薑餅人」的話劇。 

We love making Japanese food in school. 

我們都很喜歡進行模擬食關東煮的活動。 

Look at our Christmas tree, we decorated it by ourselves. 

你看！我們裝飾的聖誕樹漂亮嗎? 

We love passing the Christmas present during our music time.  

音樂遊戲「傳聖誕禮物」真好玩！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PN1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Welcome to the new children who have 

joined us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We had our 2nd birthday party for 

children born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on 3rd December. 

Happy Birthday to the children who were 

born in the months of November to 

December, Birthday children are CHAN 

Pan-yin, CHAN Sing-yu, TANG Hoi-hang and 

WENG Jimi.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Have a look at us! We are the ‘Brown Bear’ story characters! 

快來看看！我們是「棕熊」故事中的主角！ 

Wow! Bubbles!Bubbles everywhere!  

嘩！泡泡！全部都是泡泡！ 

Let’s move faster…..We need to catch the ‘Gingerbread man’ 

快點走….我們要捉住「薑餅人」。 

Have a look at our beautiful cookies that we made! Yum!Yum! 

看看我們做的曲奇餅，真好味！ 

PN2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support 

extended by our parents who 

cooperated with us to make the event 

a successful one.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your enthusiasm and positive 

energy during the game time. 

 A very ‘Happy Birthday’ to YEUNG Lok-

ting and LEE Ka-yee. Hope you had a 

blast! 

We had so much fun learning about the 

‘Brown Bear’ story and song. It was nice 

to pretend and learn to be different 

coloured animals as we read the story. 

For the Christmas theme, we had a great 

time playing with the playdough and 

listening to the ‘Gingerbread man’ story. 

So many things to do at school! Yay! 

                        Ms.Priya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loved playing with toys. 

自選時間裏，我們都喜歡自己揀選的玩具。 

There were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inside the book. 

圖書裡有很多新奇有趣的圖片，真好看呀！ 

Look! We found the t-shirt.  

看！我們找到衣服的圖畫了！ 

 

PN3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he teacher was telling us a story. 

我們很投入聆聽老師說故事。 

 在 11和 12月裏，我們舉辦了兩個特別活

動： 

 在 11 月 19 日我們參加了學校的親子旅

行，當日大家都玩得十分開心！ 

 第二次生日《恐龍世界》於 12月 3日舉

行，為 11月和 12月的小朋友慶祝生日。

我們的「生日之星」—黃承晞、曾嘉慶

和吳愷悠， 在此向您們說聲「生日快

樂！」 

 

在這兩個月，小朋友適應了校園生活，認識

了很多同學，慢慢地學習遵守課堂的規則和

投入參與不同的課堂活動。 

在主題《彩色世界》中，小朋友們學習了不

同的顏色，發現了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

顏色圍繞我們，希望你們日後在校園裏繼續

發現更多的色彩，擁有色彩斑斕的校園生

活！ 

Ms.Amy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are passing the ball to our friends. 

我們正在進行「音樂傳球」遊戲。 

 

We enjoyed playing the class games during the family 

outing! 「彩虹傘」親子遊戲好好玩呀！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祝您「聖誕快樂！」。 

 

We are looking for dinosaurs during our ‘Dinosaur World’ birthday     

 party! 我們在《恐龍世界》生日會中嘗試找恐龍呀！ 

 

PN4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在 11月 19日，我們舉行了本年度

的親子旅行，在這一天大家都玩得

十分盡興，樂而忘返。 

 在 12月 3日舉行了 11-12月生日會

《恐龍世界》，在此向生日之星—

Zarfan和田梓朗小朋友說聲「生日

快樂」！ 

 開學轉眼間已數月，老師們看到 PN4 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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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題《彩色世界》中，幼兒大多已能辨認紅、

黃、藍和綠四種基本顏色，你們投入參與混色的實

驗。而在主題《聖誕節》中，你們亦很享受扮演聖誕

老人將禮物送給別人，並說出「聖誕快樂！」。孩子

們很棒喔，希望在這學年我們一起繼續享受校園生

活吧！ 

 2021年快將過去，老師在此祝願各位家長和小

朋友：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Ms. Phoebe       
 

 



We listen to Ms.Annii very attentively! 

我們專心地聆聽老師說故事！ 

We are the Dancing Dinosaurs! 

一起來跳恐龍舞吧！ 

The heat patch is so warm! 

原來暖包是很暖的！ 

Row, row row your boats! Music time is so much fun! 

划呀…划呀！一起划小船！音樂課真有趣！ 

The last 2 months have been so busy as we have 

been discovering and learning many new 

interesting things. The ‘Gingerbread Man’ story 

was a big hit as we did a small skit pretending to 

be the characters. The Christmas was yet another 

busy month where we worked on our exciting 

projects like the ‘Christmas Tree’ art and 

playdough. We also had a gala time during our  

Dinosaur Party Day. 

                              Ms.Priya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PN5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A very Happy Birthday to CHEUNG 

Hoi-kiu Karl, CHING Wan-kiu and 

TIER Elliott William. Hope you had 

a fantastic day! 

 A warm welcome to CHEUNG Hoi-

kiu Karl, KWOK Tsz-ching, CHING 

Wan-kiu and TIER Elliott William 

to PN5. 



 

生日快樂啊!  我們一起拼砌圖。 

我們留心聆聽理髮師的講解。 在室外運動真好玩。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N1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歡迎參加我們的生日派對! 長大後我希望成為一位髮型師。 

我們跟著音樂一起駕駛車輛。 我們一起製作感謝卡送給髮型師。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N2 



 

123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我們是一個小小的理髮師。 

 

我們用手搖鈴為歌曲《麵包香噴噴》伴奏。 

 

呀！這是郵差會使用的工具。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月和 月的生日之星有

 李穎嵐   梁一銘 

 林穎恒   黎禧樂 

 程聖鈞    

 月 日：我們很榮幸到訪髮型屋：

進行參觀。過程中，我們

看見理髮師日常使用的工具，例如剪

刀和風筒等，以及工作流程。真是一

個十分深刻難忘的參觀經驗呀!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老師，老師！我懂得舉手回答問題。」、「老

師，老師！這是我的圖工作品，漂亮嗎？」。孩子

們：短短幾個月時間的相處，你們漸漸變得有自

信，嘗試欣賞個人美麗可愛的地方，期盼著讓人

稱讚時，亦繼續推動自己向前進步。大家要繼續

努力。 

「叮叮噹，叮叮噹，鐘聲四處響。」聖誕節快到

了，祝願各位「小天使」有個快樂的假期，聖誕

節快樂！ 

                                          Ms. Candice 

 

N3 



 

我們一起製作麵包吧! 我們十分期待參觀髮型屋呢

 

你想喝水還是果汁呢? 我們是精靈訓練員。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11 月及 12 月份主題為「交通工具」和「謝謝您

們」，小朋友們對交通工具都十分熟悉，他們認識

了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乘坐方法和規則。老師亦帶

了我們參觀髮型屋，認識了不同剪髮的工具，嘗

試了弄頭髮的步驟。 

 我們裝扮成精靈訓練員，參加生日派對，與朋友

們一起在學校捕捉了不同款式的精靈球。 

 月、 月生日之星: 

張芷僑，鍾淳嫣，久木天陽，梁梓晧，吳柏諺，   

鄧子桐，余 靜 

 

 

 

 

N4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不經不覺已經開學四個月了！小朋友每天都開

心地上學，與伙伴們建立友誼，一起參與遊戲；希

望日後能為他們設計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讓他們

從遊戲中學習。同時，盼望與家長們攜手合作，為

幼兒的學習而努力。 

準備好迎接新的一年來臨嗎? 願各位小朋友快

樂成長，積極面對不同的人和事，愛護及幫助別人。 

祝各位小朋友及家長，聖誕及新年快樂，身體

健康! 

       Ms. Ally 

 

 

 



 

你看!是我們親手製作的巴士，「嘟嘟!」出發了!  「1 2 3」，你猜猜，哪一艘「船」會沉? 

我們在模仿牙醫檢查牙齒，看看有沒有蛀牙。 「請勿靠近車門!」列車即將開出。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月 日是第二次的生日會，是次主題是

寵物小精靈。

 月的生日之星包括陳銘希、陳樂

瑤、李倩怡。

 月 日是親子旅行，幼兒能與家長一同

參與老師設計的遊戲，玩得很投入。

 月 日是 第一次外出參觀《陽光笑

容小樂園》。

 在這個《謝謝您們》的主題，幼兒嘗試了

親自把自己寫的信件放在郵箱內的體驗。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和你們相處的四個月時間，你們有著不同的變化

和進步。由最初開始學習寫字時，你們常常告訴

老師不懂怎樣寫字，現在看到你們自信滿滿地告

訴老師:「我懂得寫。」、「我會寫得很漂亮」。」，

我也替你們感到驕傲。 

在上課時，你們很積極回答問題，忘了要舉手，

同伴之間會互相提點，場面很溫馨。 

新一年即將來臨，希望你們渡過一個愉快難忘的

聖誕假期。祝願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Ms.Chelsea 

 

L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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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我們到平台做運動，讓我們呼吸新鮮空氣。  我們一起到附近的郵箱去寄信。 

我們一起進行「浮」和「沉」實驗。 我們用搖鼓看著音符拍出節奏。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透過「謝謝您們」的主題，小朋友認識了

不同職業的人物，更深入了解郵差的工

作，我們還一起自製信封及聖誕咭，在

月 日這天一起去寄信。在課室裏，我們

每人更自製了信箱和郵箱與同伴互相傳

情，也進行了角色扮演的遊戲，真的很好

玩啊

 我們於 舉行了第二次的生日會，

月和 月共有四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

陳宇恩、張柏曦，梁晞淳和翁子玄。在此

祝 你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與 的小朋友相處已有差不多 4 個

月時間了，看見你們每天都愉快地上學，努力學

習新事物，我和 真的感到很高興。期望

在未來的日子你們都能繼續努力學習，投入參與

不同的活動，能開心愉快渡過每一天。                                                

 

LK2 



 

這首歌的動作很有趣呢! 

。  

「嘟嘟嘟!」，駕車真好玩! 

。 

這次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很難忘啊! 在音樂課堂內，與幼兒一起進行傳包裹遊戲。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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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很開心。  

 

準備好未？瑜伽球來了。 

 

交通擠塞。 我們去寄信，期望可收到。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Ms. Lisa 

 

LK4 



 

我們在搭 的港鐵。  看！誰的紙飛機飛得最遠吧？ 

你喜歡我們製作的婚紗嗎？ 生日快樂！

我們為 11,12月的小朋友慶祝生日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在「交通工具」的主題中，探討

有關港鐵的規則和知識，並共同製作

港鐵車廂和港鐵設施。

 我們在「幫助我們的人」的主題中，

探討了時裝設計師的工作，並共同設

計及製作服裝。

 祝賀在 至 月生日的幼兒生日快

樂，他們分別是：澔潼、政妍、泓

禧、亦琛、浠澄。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四個月要過去了，很高興能看到小朋友

一點一點地成長。在這段時間透過課堂與他們一同

進行討論與探索主題，老師能夠感受到小朋友正在

努力學習與同伴合作的技巧，相信在往後的日子他

們會繼續努力和進步，學習更多的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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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扮演飛機師和空中服務員。  我們即將到達倫敦! 

 

建築師們準備好一起建築高樓大廈。 我們在課堂上扮演乘搭港鐵。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在主題「交通工具」裡，認識了不同種類的

交通工具，包括有巴士、的士、港鐵和飛機。幼

兒與老師一起參與課室每個角落和製作屬於 UK2

的飛機。 

 在「謝謝你們」的主題裡，老師與小朋友一同討

論有關機場裡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並嘗試了擔

任不同的工作崗位，分別有飛機師、空中服務

員、海關、飛機維修員和機場保安等等。 

 11月 12月共有四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黃濼

桐、張皓森、何柏賢和葉安晴，祝您們生日快

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不知不覺，小朋友上學已有四個月的時間了，很

高興能看到小朋友們長大了不少。透過遊戲中學

習可讓幼兒更能明白乘車規則，透過討論和實踐

可讓幼兒知道機場裡工作人員的工作是什麼。老

師更能感受到他們喜歡不同類型的互動活動，相

信在往後的日子，他們亦能繼續開開心心上學，

學習更多不同的知識及技能。 

                                               Ms.Mandy 

 

UK2 



     

我們一起製作失明人士引導徑！  我們都是服裝設計師！ 

這是專屬 UK1&3的港鐵路線圖！。 看！這是我們設計的婚紗。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在「交通工具」的主題中，投票

選出最喜歡的交通工具並進行探究，

認識及製作出有關港鐵的設施和規

則。

 我們在「幫助我們的人」的主題中，

選擇了較少認知的時裝設計師來進行

探究。

 月至 月共有 位小朋友生日，

他們是：凱嵐、詠芝、浩峰、

、焯琳。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不知不覺就過了四個月，很高興能夠與幼兒一同探

究有趣的主題。老師能夠感受到他們對主題興趣盎

然，會主動及積極尋找有關的資料。在這段時間小

朋友正在漸漸地學習如何與同伴合作，期望他們在

往後的學習生活中都會繼續保持活力，認真及主動

投入課堂，與老師及同伴一起探究更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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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b:https://web.whatsapp.com/40698b02-50ac-4352-9ac9-4c27ad1608ff 

 

你看!我們在課堂上扮演機場裹的工作人員!  

「1 2 3」，你猜猜，哪一艘「船」會沉? 

我們在模仿獸醫幫助小動物檢查。 要經過保安檢查才可以上飛機呀!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UK4 

我們跟 學習聖誕舞蹈!  

blob:https://web.whatsapp.com/40698b02-50ac-4352-9ac9-4c27ad160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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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正在興致勃勃投入「我是小小理髮師」情景

劇會話活動，並懂得了感恩，感謝幫助我們的人。 

秋天來了，在陽光普照的日子，十分適合帶小朋友

出外進行跑步訓練活動。 

小朋友正在玩風吹船走的遊戲，很好玩，還能認字

和學習表達句子，非常開心。 

UK 班小朋友在進行攀爬訓練，學習運用全身力量

爬上墊台，他們都大呼好玩！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小朋友快樂地學習普通話，透過遊戲、

故事、表演、唱誦等活動，普通話的聆聽和

表達能力有了大大的提高，小朋友們學得開

心，老師也感到高興。 

郭老師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天氣開始轉涼，大晴天時很適合出外活動，有

更大的範圍讓他們跑動及進行集體遊戲。而且每次

外出，小朋友都顯得十分雀躍，也玩得很愉快。 

 

Mr. Kalian 

PE 
普通話園地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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