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用彩虹糖製作了彩虹，顏色真美麗！ 

 

我們把彩色絨毛球扔在紙上，玩得很開心啊！ 

我們用力摇晃膠瓶但仍然無法混合水和油。 

 

進行「顏色噴泉」實驗很好玩啊！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PN1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ow! Look at our colourful rainbow art! We just love it 

嘩！看看我們為彩虹印上顏色。 

 1..2..3…Go! The Baking powder is ready to go in to the vinegar!  

123準備好！我們把梳打粉倒進白醋內。 

Look at our Ocean Bottle Art! It was fun making it! 

看看我們的海洋瓶!真有趣！ 

Yes!!!I can do it! I can use the pump to blow the air! 

加油！我們用力將空氣打入杯子中。 

PN2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We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throughout the year, PN2 parent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you provided,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It was a 

fantastic adven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 A very ‘Happy Birthday’ to Chow Pak-

hei and LAU Hong-man Clarence. 

Wishing you all the very best! 

Really, time goes by so quickly! Even 

though it feels like only yesterday, the 

academic year is almost over. In July, we 

were able to do a huge variety of 

experiments and creative projects, so it 

was a really busy month. We had a lot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We had the most 

fun we've had all year! 

      Ms.Priya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can make a rainbow with candy! 

我們用糖果製作出彩虹！ 

We love reading storybooks with our friends. 

我們都很喜歡與同伴一起閱讀圖書。 

We have fun creating artwork. 

我們都很享受參與藝術創作活動。 
Look! Our cars are moving so fast! 

你看！我們的呠呠車行得很快！ 

在這次的主題中，我們一起做了不同有趣的實驗，每一

次的實驗中，你們都表現出好奇和開心的樣子，感覺到

你們都十分投入，希望你們繼續保持好奇心，之後亦能

不斷地探索，發現更多有趣的事物。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月的課堂，這一年看到你們不斷地成

長和進步，老師們都感到十分的開心。最後，老師祝福

你們繼續快樂地成長，跟你們說一聲再見。 

 

                                    Ms. Amy 

• 在這次主題中，我們一起做了不同的

實驗和藝術作品，小朋友們都十分享

受活動過程。 

• 我們七月的「生日之星」—李立言，

李源博和李玥嬈， 在此向您們說聲

「生日快樂！」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PN3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are having great fun with ‘splat art’.   

絨毛球潑濺畫真的很好玩啊！ 

Wow! We can blow up a ballon with baking soda and vinegar! 

嘩！原來我們把梳打粉和醋混合便可以吹氣球。  

It is so amazing that we can stand in a bubble! 

真神奇呀！我們竟能站在大泡泡內！ 
We are creating an oil and water droplet painting! 

我們正一起創作水油印畫！ 

PN4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本月我們以《小小藝術家》為學習

主題，期間進行了多項美藝和實驗

活動。 

 

⚫ 我們將於 25/7-1/8 進行不同的暑期

活動，各式各樣的遊戲將會為幼兒

帶來 PN班最後的美好回憶！ 

 在《小小藝術家》的主題裡，PN4的小朋友們

都非常投入參與各個活動。在科學實驗中，可能他

們未必完全理解背後的科學原理，但從中引起了孩

子們的探究精神和培養了他們的觀察能力！ 

而在美藝活動中，幼兒們嘗試到以不同的物料

和工具創作出一幅幅美麗的作品。雖然當中一些活

動會令到幼兒雙手沾滿顏料，但他們都非常期待進

行活動，相信他們都能感受到創作的樂趣。 

 小朋友們即將要升讀 N班了，希望本主題讓他

們培養了對事物的好奇心，使他們對將來的學習更

有熱誠和探究精神吧！ 

Ms. Phoebe       
 



 

WoW! Creating rainbow is so much fun! 

嘩!彩虹出現了，真有趣！ 

We worked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dropper painting. 

我們一起合作完成滴管畫。 

 

We put air into the cup and the monster came out! 

我們把空氣注入杯，怪獸便出來了！ 

 

We are experimenting with baking soda. 

我們正在進行梳打粉實驗。 

PN5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主題「我是小小藝術家」中，我們藉著

有趣、有創意和動手的實驗令幼兒推論過

程，了解其科學原理。 

⚫ 另外，我們一起完成了很多有關科學的圖

工，例如:神奇泡泡畫、刮刮畫和汽球畫

等…，發揮了他們的創意。 

 

 時間過得飛快，一眨眼學期又接近尾聲了! 

看着 PN5的小朋友，不禁回想起這學期共同收

獲的點滴……由你們剛踏入幼兒園從陌生的眼

神，到現在回來會主動和老師打招呼，讓老師

很感動。 

在這個學期老師能夠陪伴你們一起成長，見

證你們逐漸進步，希望接下來的幼稚園生活同

樣多姿多采，繼續享受校園生活。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are the PN6 ‘little scientists’ 

我們是 PN6 的小小科學家。 

Experiment time! 

實驗時間！ 

We are listening to our teachers!  

我們正在聆聽老師介紹實驗！ 

We are driving our buses! 

我們在駕駛巴士！ 

PN6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PN6 Children showed a lot of enthusiasm 

observing the experiments closely such as bubble 

making, Skittles rainbow , Coca Cola with mentos 

and a leak proof bag. They also love observing 

colour mixing, balloon painting, bubble painting, 

shaving foam artwork and making rainbows. 

Children had a great time throughout July. 

Ms. Sonali 

 

 

Ms. Sonali 

• PN6 July Birthday Star is: 

POON Tsz-ki Emma 

Wishing her a very happy birthday! 

 

• Children practised their fine & gross motor skills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Children are also learning how 

to put on their cardigan and buttons by themselves. 



  

小羊，請問你要購買甚麼夏天物品呢? 

 

「水果扭扭樂」的遊戲真好玩!  

我們懂得平衡身體，完成老師給予的體能任務。 我們正在玩故事接龍的遊戲。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月的生日之星有

梁天樂 黃柏僑 黃卓賢

• 在炎炎夏日的天氣中，我們學習了不少有關如

何消暑的方法。當中我們參與製作冰涼果汁、

冰凍雪糕等等活動，十分透心涼呀

• 仲有很多夏天活動等緊我們去參與，例如運動

會，認識中華文化等。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時光飛逝，已接近學期尾聲了，老師眼見你們在短暫的

校園生活裏健康快樂地成長，不論在自理、社交，還是

學習方面均有不少的進步。而孩子們回校園裏會給予最

大的笑容，並勇敢參與不同的課堂活動。新學年，期望

你們繼續享受校園生活。 

 

 



  

身體扭扭樂真好玩啊！我們擺出不同創意的姿勢。 這是我們設計的圖書封面!  

我們在用搞拌機來製作火龍果汁。 我們在和朋友一起拋接汽球，真有趣！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N2 



  

我們喜歡在沙上畫畫。 

 

我們愛一起玩遊戲，玩得很開心啊!  

我們正在把水果切成粒狀。 我們用腳尖踢呼拉圈。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We had lots of fun in the theme ‘I Love 

Summer!’. We played with sand and ice. We 

also learnt to make juice and learnt about 

summer activities and summer fruit. 

⚫ There were a lot of special activities in the 

Summer Programme. From Chinese Culture, 

Arts, Mini Olypmics and a Fairwell Party.  

⚫ July birthday star is Pui-hin. Happy birthday!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Time flies, it is coming to the end of our school year. We 

have had lots of fun spending time together. We learnt 

to do things ourselves, to share ideas,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to practise our good manners.  

Though there was time that we all had to stay at home, it 

didn’t stop us from learning and sharing our news with 

others. 

Soon, we will move up to LK, I am sur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I love you all! 

   Ms. Joyce 

 



 

  

我們在裝飾雜貨店的招牌。 

 

 

我們在學習晾衣服。 

我們喜歡高班姐姐說故事給我們聽。 我們在切什麼呢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夏日樂繽紛」的主題中，我們認識了夏

天快要來到，老師與我們一起探索了關

於夏天時會做的不同事情，如在玩沙畫、

製作水果特飲等，我們玩得十分愉快呢!

月生日之星: 王詩絡 
祝詩絡生日快樂﹗開心渡過每一天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便完結這學年的校園生活，縱使在實體課和

網課中學習，但仍看見你們每天一點一滴的地慢慢

進步。而且也喜歡回校上課，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和

意見，讓老師更了解你們的想法，亦會主動與其他小

朋交流，建立彼此深厚的友誼，

希望你們能在往後的日子繼續努力學習及勇於

嘗試不同的事物，好好享受每一天的校園生活。祝小

朋友們有一個精彩又難忘的假期生活，假期後見。

 

N4 



  

你看!我們有當足球員的潛質嗎? 

 . 

我們要多吃健康的食物。 

我們能分享積木，會欣賞對方的製成品。 我們的動物房屋漂亮嗎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月生日之星有李子游，同學們為他唱

「生日快樂」歌曲，慶祝他 歲了。

⚫ 我們在「夏日樂繽紛」主題內做了不同的

圖工活動。

⚫ 在課堂內，我們進行很多有關「夏天」的

遊戲，真有趣呢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相處時間雖短暫，這一年時間能了解你們更多。暑

假後，你們便成為 UK的哥哥姐姐，擔當起照顧 N

及 LK同學的角色。在日後的時間，繼續在課堂內

吸收新知識。在暑假期間不要只顧著玩耍，也要安

排時間溫習啊! 祝你們渡過愉快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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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棋遊戲真好玩啊！ 

 

你們看看，我的汽球拍得很高啊!  

老師教我們用手工紙摺出小魚兒。 我們利用不同樂器一起合奏歌曲！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夏日樂繽紛」的主題，我們透過不同的遊戲

學習了很多與夏天有關的事物，並一起模擬游泳

進行了尋寶及音樂遊戲，大家都玩得很愉快

⚫ 月 日至 日學校舉行了一連五天的特別活

動給我們，有中華文化日、創意藝術日、夏日沙

灘樂、夏日小廚師及小小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家

都很期待啊

⚫ 月份是梁皓文和林湙晨小朋友的生日。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時間匆匆，又到這學年完結的時候。回想這一年雖

然我們仍要戴著口罩上學，在一邊上實體課與上網

課的同時，大家都很珍惜可以一起學習和遊戲的時

間。看到你們由學期初至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

步，這一切都讓我很感動和高興。很快你們便要升

班了，有些幼兒還要準備離港展開新生活，希望在

未來日子，不論大家去到那裏都繼續抱持認真、努

力學習的態度，好好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224 



  

你想要一頂帽子嗎?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你看!我們替角色穿著不同風格的夏天衣物。  

 

我們在精心拼砌不同的禮物送給貧窮的孩子。 拍球真好玩我們能敏捷地控制皮球。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224 



  

我們一起設計遊樂場。 

 

噢!為什麼恐龍在我們的學校？  

我們精心設計的錢箱。 看誰捕捉的魚兒最多？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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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玩閃避球，快捉著球！ 有一隻恐龍來了我們學校！ 

我們正在製作「回憶錄」。 我們在手挽袋上進行扎染。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小朋友於 月進行了不少圖工活動。我們一起製

作「扎染袋」，於袋上噴上不同的顏色，十分有

趣！我們也一起製作特別的「回憶錄」、「鎖匙

扣」，我們在裡面放入老師與同伴的話，又放入

我們與老師、朋友的合照，相信能把我們的回憶

好好珍藏！

⚫ 月共有兩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鄧洛斯和

。祝 你們生日快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又來到整個學年的終結，回首與 的小朋

友相處這一年校園生活處處都是回憶，每天清晨洋

溢著的可愛笑臉令人無法忘懷。以後你們就要各奔

東西，邁上小學生的道路，期望在未來的日子你們

能繼續健康快樂地成長！ 

Ms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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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玩打地鼠認字遊戲，真好玩啊! 

 

我們一起玩閃避球，玩得很開心啊!  

我喜歡與低班小朋友說故事。 我們是 。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夏日樂繽紛」主題中，上課模式改為

「小一模擬」，讓幼兒適應九月的小學生活，

他們最享受小息時間與同伴相處的時光。 

⚫ 在「暑期活動日」中，老師們準備一連串的

特別活動，希望幼兒從遊戲中享受校園生活

的樂趣。 

⚫ 月共有三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盧碧

恩、吳思熹和黃心妍，祝你們生日快樂﹗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 UK2小朋友將要畢業，很開心可以成為你們

的班主任。你們將會升讀不同的小學，雖然從今以

後我們就要離別，但希望你們不要忘記老師的教

導。希望小朋友能快快適應小學的學習模式，迎接

不同的挑戰！ 

 

 



  

快閃避！千萬不要被球碰到！ 不要讓小狗掉下！ 

我們美好的「回憶錄」。 看！我們在袋上進行的扎染多好看。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我們一起製作了不同的勞作，不但個人製作「扎

染袋」，更一同創作「回憶錄」、「鎖匙扣」。老師

與同伴不但把想對我們說的話寫進「回憶錄」

中，互相傳情。我們又與朋友、老師合照，然後

放進把它都放進勞作中，這些都是我們一整年的

回憶。

⚫ 月共有兩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麥柏言、謝

庭萱。在此祝 你們生日快樂﹗快高長大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時間總是轉眼而逝，幼稚園生活就要結束了，初

見時的欣喜似在眼前，不經意間就要與朝夕相處

的你們分別，心裡感到依依不捨。9月後你們就要

成為正式的小學生，衷心盼望在嶄新的日子你們

都能永遠自信、樂觀與充滿活力！ 

Ms 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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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幼兒班說故事。 

 

你看!語言老師為我們準備了有趣的話劇。  

我們在畢業之前與同學和老師一起拍照留念。 我們在設計自己的畢業紀念冊。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老師為小朋友表演手偶劇『妹妹愛睡覺』，小朋友在多元的普通話學

習活動中，輕鬆自然地聆聽和說出對話，並懂得要健康地生活。 

 

透過傳遞呼拉圈進行單腳企訓練，好玩又刺激。 

小朋友正在玩拍蚊子的遊戲，他們很享受遊戲帶來

的樂趣，在過程中學習聆聽和說出普通話。 

 

小朋友在學習運用球拍控制氣球不落地，是訓練

手眼協調的好方法。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小朋友非常喜歡上普通話課，每次上課

時都可以感覺到他們十分期待課堂，聆聽和

普通話表達能力日漸進步，尤其下學期，明

顯感受他們的表達和參與慾望更高了，很喜

歡他們這種學習熱情。 

郭老師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轉眼間便來到本學期的尾聲，可以和小朋友面對面

一起學習、一起遊戲真的很高興，希望下年度可以

一切回復正常，令大家享受更多運動帶來的樂趣。 
 

Mr. Kalian 

PE 
普通話園地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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