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Look! We are making beautiful butterfly artwork. 

你看，我們正在製作美麗的蝴蝶圖工！ 

 

Thank you hairdressers for helping us to design new 

hairstyles! 謝謝理髮師為我們設計全新的造型！ 

 

The little architects are busy building a house! 

小小建築師們正忙碌地建房子！ 

 

Mario and friends are working hard to complete 

the course. 瑪利歐和朋友們正在努力地闖關。 

PN1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 5月 27日，我們舉行了 1-4月生日

會《小小建築師》，PN1的小朋友都很喜

歡當天的各個建築活動！ 

⚫ 而在 6月 10日，我們亦舉行了 5-7月

生日會《瑪利歐派對》，小朋友們都悉

心地打扮回校，並一起進行多個瑪利歐

遊戲！ 

⚫ 在此，我們祝願各位 5-6月生日的小

壽星們生日快樂，健康地成長！ 

 經過數個月的網課和特別假期，小朋友們終於

在 5月 3號再次回校一起上課喇！孩子們都很高興

能再次見到老師和朋友，一見面便忍不住地一起談

天說地和玩耍。相信經過假期後，他們更珍惜校園

內美好時光！ 

另外，我也看到 PN1的孩子們都長大了很多，

尤其他們的語言能力進步了很多，性格也變得開

朗！現在他們都很積極地回答問題，也會主動地表

達自己的想法。老師很開心見到你們都很享受校園

生活啊！                          Ms. Phoebe       

 



 

飛飛飛！小蝴蝶，真美麗! 嗶呠嗶呠!消防員來救火了。 

 

我們一起扮演廚師經營餐廳。 

 

喔！小熊生病了，快來幫忙醫治吧！ 

PN2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主題「謝謝你們」中，我們扮演了很多

不同職業的角色，了解到他們在工作時的

用具和衣著。 

⚫ 另外，在主題「夏日樂繽紛」中，小朋友

一起模仿到沙灘的活動，例如堆沙，曬太

陽等。 

⚫ 在 和 月舉行了兩次生日會《小小建築

師》和《瑪利奧派對》，祝 、 月生日的

小朋友「生日快樂」。

 

 長假期後，看到 的小朋友又長大了，

各方面都進步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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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便

重新適應上學的生活。

孩子們都很棒喔！希望在這學期我們一起繼

續享受校園生活吧！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木琴真的很有趣！ 歡迎來到我們的髮型屋！ 

We are enjoying role-play! 

我們喜歡進行角色扮演！ 

 Our Mario birthday party! 

一起來參加瑪利歐生日派對！ 

 

PN3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he children are growing rapidly. Each and every 

day they learn new words and phrases and it is 

wonderful to hear and see them engage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peers in such a positive way.  

Children have participated well in all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but have especially enjoyed story time. 

I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arents and caregivers 

for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Ms. Sonali 

 

• We had a birthday partyl on 27th May. Wishing a very 

Happy Birthday to the B’day Stars: 

• BWDNIOK Desmond,TANG Hoi-ying, YAU Hei-yu-Alesha 

and ZHENG LI. 

• Our other birthday party was on 10th June. Whishing happy 

birthday to; 

• FOK Hei-ting,LEE Chin-chun,LEE Lap-yin and LEE Yuet-yiu 

• Children learned about the concepts of ‘wet’ and ‘cold’ and how 

to fold a towel. Children are also learning how to put on their 

cardigon and buttons by themself. 



 

We are ready to put out a fire. 

我們一起去救火。 

We learnt how to play the xylophone. 

我們學會演奏木琴。 

We had our 2nd fire drill practice.  

我們進行了本學年的第二次防火演習。 
We are future doctors. 

我們是未來小小醫生。 

PN4 

⚫ In May we learnt about different 
community helpers and how they help us.  

⚫ We had our 2nd fire drill practice on 19th 
May. 

⚫ We had our 3rd birthday party celebration 

on 27th May. 

⚫ Happy Birthday to the children who were 

born in the months of May and June. 

⚫  Birthday children are : 

⚫ FUNG Man-chi  

⚫ YIU Sze-man 

 

 

 Children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easily 

after coming back to school from the break. 

 Children look happy coming to school and 

have become more mature; they are 

demonstrating improved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ey are willing to talk and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o the teachers and actively engage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They can also 

respond to the teacher’s questions 

enthusiastically. Well done!                                                        

Ms. Navi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learnt how to plant seeds. What an interesting activity! 

我們學習種植植物，真有趣！ 

We are very busy making flower art for our loving mummies!   

我們正在噴畫做花朵送給媽媽。 

Role-play is so fun! We are busy vets attending to the animals! 

扮演獸醫真好玩！我們正在照顧小動物！ 

Bob the Builder Birthday Party at School! ‘Happy Birthdayyyyy!’ 

生日快樂！我們開了「建築師」的生日會。 

PN5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A warm welcome to LEE Yik-long, 

CHUNG Isabelle and HUNG Yi to PN5.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great fun 

with you all! 

❖ We made flowers and a special card to 

wish mummies and daddies on 

Mother’s Day and Father’s Day to make 

them feel extra special. Also, learnt to 

sing the songs related to these. Keep it 

Up!  

It is such a pleasure to meet the children 

and see them face-to-face! It has been so 

nice to see the children getting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Children have 

participated and co-operated well. We 

learnt about ‘Wonders of Nature’ and 

learnt to say ‘Thank You All’ to all the 

community helpers during these two 

months.   

      Ms.Priya                               

     Ms.Priya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We are builders.  

我們都是小小建築師。 

 

PN6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We liked joining the birthday party! 

我們都喜歡參加生日會！ 

➢ 在 5 和 6 月裏，我們舉辦了一個特別活動： 

• 第四次生日會《瑪利歐派對》於 6月 10日舉行，

為 5月和 6月的小朋友慶祝生日，我們的「生日

之星」—潘芷琪，在此向您說聲「生日快樂！」 

➢ 歡迎潘芷琪、黃醴霆、吳卓曈和趙朗皓小朋友加

入 PN6，他們正在慢慢適應校園生活，學習遵守

課堂的規則和參與不同的課堂活動。 

 

經過了兩個月的網課，我們終於可以再次面

對面上課啦!回來看到你們長大了不少，在

不同活動看到你們的投入，感受到你們正在

不斷地進步和成長，老師都感到十分開心。 

而在主題《謝謝你們》中，小朋友們認識了

不同職業，你們都能投入模仿不同職業，學

習到感謝幫助我們的人，希望你們繼續保持

感恩的心，加油! 

Ms. Amy 

We are firefighters.  

我們都是小小消防員。 

 

We are listening to a story. 

我們很投入聆聽老師說故事。 



 

我們一起合作完成拼圖。  我們要一起用積木砌出一座很高的城堡呀! 

準備擺好姿勢了，一、二、三，笑
我們在觀察水的不同型態。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 

 



 

你們看看我們做了什麼實驗。 你們想吃嗎

我們一起合力製造很多泡泡吧! 

 
我們是 大家庭。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這次回復面授課堂後，看見你們喜歡回校上

課，每天一點一點地進步，你們樂於分享自己的

想法，讓老師更了解你們，而且主動學習與其他

小朋交往，建立友誼，要繼續努力!

雖然轉眼便快將完結這年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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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地渡過每一天的校園生活。 

 

Ally 

 

                                               Ms.Pari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小實驗大發現》的主題中，我們認識了
水的三態，與同伴一起玩了很多關於水的實
驗呢! 

• 在《夏日樂繽紛》的主題，我們知道夏天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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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玩得十分愉快。 

• 6 月 10 日，我們參加了嘉年華生日會，玩
了不同的攤位遊戲，亦觀看了魔術表演呢! 
觀看表演後，我們也想成為魔術師啊! 

• 5月、6月生日之星: 古浩霆，林禧淳，梁
綽言，李昊玥，葉栩因。 

 



 

 

水壺上有一道白煙升上來，是「水蒸氣」呀! 與同學一起合作玩的彩虹傘真有趣。 

原來顏色混合後會產生變化，變成其他顏色。
這是我們喜歡吃的魚。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流光易逝，我們已復課了一個多月，老師眼見你們

漸漸地長大、健康地成長，心裏倍感欣慰。孩子們

回校園裏也不忘給予老師最大的笑容，積極地參與

不同的課堂活動，老師欣賞你們用心努力學習，並

會主動與老師和同伴進行互動及交流，期望你們繼

續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歡迎文博羽，顏正堯，楊懿恩，李世文加入

的大家庭。

• 月生日之星有

黃淼儿 宋濬羣 管正鈺 黃芷澄

• 我們在主題「小實驗大發現」中，進行了很多

與小和顏色相關的實驗，例如浮沉測試、顏色

混合，認識水的三種型態「水」、「水蒸氣」和

「冰」相互轉換。

• 我們置身於生日會的嘉年華中，玩了很多

有趣的遊戲，老師幫忙手繪不同的圖案，我們

投入玩波波池和跳彈床，真的活力十足呀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 

你們看! 彩虹火山要爆發了! 我們很喜歡看魔術表演! 

你能聽見我的聲音嗎? 紙杯電話真神奇! 

 

。 

你有吃過糉子嗎? 讓我們製作一個給你吧! 

 



 

我們有神奇的傳聲筒。  你看!「雨雲小實驗」真有趣。 

咚!咚!咚!我們合力到終點。 生日派對的遊戲真好玩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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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啊!我們可以一起到平台玩耍。  教我們不同的傳球方式。 

實驗活動真有趣啊! 這是我們在這學年的最後一次生日會。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Ms. Lisa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我們能靈活地運用雙腳一邊踢呼拉圈一邊走向前。  厲害嗎?我們合作完成一個有趣的小實驗。 

顏色會從糖內跑出來，很有趣呢! 與同伴一起遊戲，真開心呢!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很開心你們能回校上課，在不同的實驗中能看到

你們對事物充滿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 

  在課堂中，你們投入課堂，積極參與不同的活

動，與同伴一起進行比賽;有些同學贏了表現十分

興奮，有些同學輸了會帶有點失落，老師想說:

「輸了不要緊，下次努力便可以。」能從中學習、

有進步才是最重要。 

   有時候同學缺席請假，你們都會待同學回來時

慰問他們，你們關愛同學的表現，老師覺得很溫

暖。 

                                  Ms. Chelsea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月 日是第三次的生日會，是次主題是幻彩

派對，我們為生日月份的同學慶祝。同學很喜

歡當天的遊戲。

• 月 日是本學年最後一次的生日會，是次主

題是繽紛嘉年華，我們為 月份生日的同學

慶祝。

• 月生日之星有陳宸熙、張承煥、錢泳彤、吳

家睿和 。

• 在「小實驗大發現」的主題中，幼兒們能透過

不同的實驗加深對「光和影」的認識。

• 歡迎裴樑睿和錢泳彤加入 大家庭。

 



 

綠色和紅色混合是橙色。 把手指放在水中，黑胡椒便散開，真神奇。 

我們最喜歡跟着  一起做運動。 

猜猜這是什麼影子？ 

 

我們身上掛著是低音譜號。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疫情下每一次見面都很珍貴，很慶幸在這兩個月當

中，學校都能順利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同時，很

高興大家每次都很認真投入參與其中。

在科學主題中，大家都有機會參與不同實驗活動，

每位幼兒都展示出好奇心和探究精神，希望你們

繼續保持這一顆學習的心，迎接更多挑戰。

 

 

                                               Ms.Pari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我們在 月 日為 月份的同學舉行了第三次生

日會，主題是繽紛派對，而生日之星共有 位，他

們是李浠瞳、蘇意晴、楊凱然和梁樂熹。

• 我們在 月 日舉行了第四次生日會，主題是瘋狂

嘉年華，而生日之星亦有 位，他們是劉駿凱、林

巧堯、林俊樂和錢泳嵐。

• 五月份我們進行了在《小實驗大發現》的主題，透

過不同的實驗我們認識了光與影的關係、顏色的變

化和水的特性等。

• 而在《夏日樂繽紛》的主題，老師設計了很多遊戲

讓我們一邊玩一邊認識與夏天有關的事物。

 



 

我們學會了製作簡單的電路來點亮燈泡。 我們把衣服掛好晾乾。 

你知道我們喜歡著色嗎？ 
 

、 、 、 、 、 、 ，繼續加油！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我們在課室裹合作設計了一間寵物店。 

這是我們生日會上的充氣彈床，很好玩! 我們嘗試發射小火箭，大家都好開心啊!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Ms. Rosabeth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 

• 

• 

 

我們跟着  一起學習運用球拍的技巧。 



 

你能像我們一樣拍氣球嗎？ 你想和我們的寵物龜一起玩嗎？ 

我們喜歡了解有關動物的不同知識。 
 

每個人都將你的手臂伸向右手邊！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我們喜歡跟着 一起伸展身體。  你看，我們製作的小動物。 

我們在討論寵物店內有哪些設施和用品。 歡迎來到「栢基寵物店」!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幸好在五月回復面授課堂，老師感受到幼兒都

好珍惜每一天上課的機會。在課堂上，幼兒表

現積極，喜歡與老師和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老師希望 的小朋友們能養成積極的學習態

度與良好的生活習慣，珍惜餘下幾星期的幼稚

園學習生涯。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 在「動物天地」主題中，幼兒認識了不同動

物的棲息地方和動物類別，幼兒能主動向同

伴分享自己飼養寵物的經驗。 

• 在「夏日樂繽紛」主題中，為了讓幼兒適應

九月的小學生活，上課模式改為「模擬小

一」。協助他們作升小學前的準備，例如抄寫

家課冊和溫習詞彙。 

• 五月至六月共有兩位小朋友生日，他們是：

袁萱和秦朗，祝你們生日快樂﹗ 

 



 

  

 

 

 

 

 

     

 

 

 

 
 

 



 

老師和小朋友一邊學習普通話，一邊進行科學實

驗，一起扎孔，塑料袋居然不會漏水的，真神奇。 

小朋友正在練習如何運用手指控制球的方向及前

進。 

小朋友在閃卡遊戲中學習認字並說出普通話詞語

和句子，他們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玩得不亦樂乎。 

 

UK 班小朋友在玩猴子搶球，一方面訓練傳球技

巧，另一方面建立團體合作性！ 

 

Class News 我們的近況:  

    小朋友和老師一起進行實驗、遊戲、會

話、表演等豐富多樣的教學活動，増強了普

通話的聆聽和說話能力，小朋友們健康快樂

地學習和成長，便是老師的心願。 

陳老師 

Teacher’s Corner 老師的話: 
每次上堂，所有小朋友都表現雀躍，期待遊戲，也

期待學習新技巧。很喜歡小朋友這種熱情，要一直

保持下去呀！ 

 

Mr. Kalian 

PE 
普通話園地 

(Puto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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