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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疫情．發放「曾」正能量
　　「喜樂盼望常在心，心存知足念主恩！」我們懷着感恩的心，並肩同行、互相扶持和鼓勵，感謝天父賜我們

平安與健康，回到溫情洋溢的校園，與大家相見相聚，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帶給我們經歷和試練，處於逆

境當中，我們學會注意個人衛生及健康，大家憑著堅持和積極的精神，迎接新挑戰！互相關懷和慰問，共同搜集

與分享所需的防疫物品，我們都成為「抗疫小英雄」。

　　2020 年度有不一樣的「新生家長會」「小一入學家長

會」，我們第一次透過 ZOOM 視像會面，大家懷著既興奮又

緊張的心情，熱情打招呼，互相問好，彼此認識。不一樣的

「開學巡禮」，老師與小朋友歡喜快樂地相聚，我們期待回

到「曾幼」大家庭，珍惜相處每一刻，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感謝天父保守，
保守平安、健康！

不一樣的開學禮

啤啤熊，啤啤熊，毛毛雪白、
臉紅紅、眯眯笑⋯⋯

原來于老師躲在門後Mr.Chris、Mr.Owen 同我哋唱歌！ 可以同老師一齊跳舞！好想快啲返學呀！

「好想快啲返
學見吓邊個係
我老師喇！」

「睇吓我條校
服裙幾靚！」

「我們已經準備好啦！
YEAH!」

第一次穿校
服、背書包，
好開心啊！

我們在家收
拾書包，準
備返學喇！

徹底消毒全校，
所有物品噴灑消毒塗層，
迎接小朋友返學。

老師佈置課室，
為幼兒設計好玩有趣的
角落遊戲，擺放茶點區。

開學巡禮：幼 / 低
/ 高班小朋友遊走

校園，

發現很多不一樣！
Let’s  Go！

解答家長小一入學問題！

不一樣的準備

第一次相見，大家都很興奮。

Zoom 線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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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同何校長傾偈，
好開心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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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搵校長啊！
入去之前要敲敲門。」

「我哋送禮物俾餘餘老師」

「我哋搵到齡齡老師喇！」

「陳主任日日陪我」

「于老師，我畫咗幅圖畫送畀你」

「多謝玲姐照顧我哋，唔該晒！」

「多謝你送禮物畀我！」

「我好想送個擁抱畀慧敏老師呀！」

「我哋係洗手間搵到玲姐！」

「我好掛住你呀，呢份禮物送畀你。」
「雪雪老師，呢幅畫送畀你架！」

「我哋認識咗準備茶點畀

我哋嘅嫻姐，謝謝花姐」

「我將我最鍾意既啤啤熊，

送畀樂樂老師 !」

「寶兒老師，我哋好開心見到你啊！」

「開心我請你哋食糖呀！」

不一樣的學校生活

幼兒班：返學校最開心！你真好！

低班：送上暖暖的心意

接種流感疫苗，
保持健康身體

可以返學喇！齊齊
學習 1.5 米距離排隊量
度體溫，消毒雙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家長講座

媽媽向醫生姐姐了解口腔衛生

為我們掛念的老師和好朋友送上驚喜，讓他們開心每一天。

想認識⋯
⋯愛錫

我們的校
長、主任

、

老師和嬸
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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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哥哥，我哋想

同你做好朋友呀！」

「餘餘老師，請問你最鍾意食咩呀 ?」

「我哋設計同人打招呼的方法。」

「Wan Wan 老師，
我送張好朋友咭片畀你呀！」

用膝蓋打招呼！

「互相送贈“好朋友咭”

彼此欣賞獨特的圖案。」

　　2020 年 11 月，再次暫停面授課堂，老師再次展開網上教學的新挑戰，費盡心思拍攝多元化的學習影片，準備各類

的親子活動，讓幼兒在家學習更有興趣和動力，透過 WhatsApp 與老師互動交流，並傳送幼兒的學習成果和小任務工作。

我想知，你是誰？

家校連心．彼此同心

我愛學習　停課不停學

「媽媽與我回校取學習資料，
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

　　我係顧姑娘，短短幾個月便感受
到曾肇添是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時
刻以孩子的需要出發，家長亦樂於和
學校合作教導孩子。當中特別欣賞家
長主動和我傾談如何教養孩子，了解
他們的發展需要及社區資源等。我十
分樂意聆聽大家的育兒苦與樂，分享
超過十年社工經驗的心得。
　　如果大家對孩子的行為情緒等方
面需要傾訴或了解更多兒童發展，親
子活動等，可逢星期二或五，到校或
致電學校找我。同時，歡迎大家多點
和我這個新手媽媽分享「湊仔經」、
「幼兒好物推介」☺期待在學校見到
每一位小朋友及家長

「我搵到好多紅色物品，
已成功嚇退年獸喇！」

「我完成咗小任務啦！
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設計咗唔同嘅面譜。」

「我同媽媽一起完成的
「親子創意小屋」。」

「睇吓！我已經努力
完成小任務，聖誕樹

佈置得幾靚！」 「睇吓，我完成嘅幻彩小夜燈，真係好靚呀！」

「我都設計咗好多唔同款式
嘅面譜。」

「媽媽與我回校取學習資料，「媽媽與我回校取學習資料，「媽媽與我回校取學習資料，
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與老師分享近況，互相慰問。」 「我好想去公園呀！

等我畫出嚟啦。」

「小朋友設計抗疫操，保持身體健康！」

我想知，你是誰？我想知，你是誰？ Dear Parents
You might have seen me in some 

of the videos we have made this past 
year or on the door welcoming students, but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properly. My name is Mr. Owen. I have an Honours degree covering history 
and religion from the Open University in the UK, but more importantly I 
have almost 2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n various age groups and 
countries, including 8 years with young children.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HK Kindergartens since 2016 and at this 
school since February 2020. This year has been challenging, but I have 
enjoyed making the videos for the children to enjoy and learn from. Of 
course, the time that I have spent with the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has 
been even more valuable than usual. I look forward to more fun teaching 
and hope to see you soon too.

「我們完成設計好朋友咭片了！」

高班：朋友多．了解我．有幾多﹖」

摸摸肚腩你好嗎？你好！你好！ high five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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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相聚⋯表達情意 

親子活動：親子聖誕環保吊飾設計比賽

「嘩！老師將我嗰吊飾掛咗喺呢度呀！」

『媽媽陪我一齊完成，
謝謝媽媽。」

中大正向教育教師培訓

「哥哥同我一齊整咗嗰
好靚嘅聖誕吊飾！」

「我好鍾意爸爸媽媽同
我一齊做嘅聖誕吊飾！

送上聖誕禮物，
讓幼兒感受節日的氣氛

小朋友都好掛住我哋，送上他們的聖誕禮物
與祝福，共渡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Secret Angel 出現，讓我們暖透心窩。Secret Angel, I love you!

IVE 賽馬會「智、幼、趣」
計劃教師工作坊

幼兒發展與評估工作坊：
老師用心討論！

離港臨別依依，回校探望，
大家合照留念。

仲有好多好靚
嘅聖誕吊飾

老師於網上祝大家「聖誕快樂」

老師同心協力佈置聖誕，讓家長、幼兒感受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不一樣的學習

小一畢業生穿上畢業袍回校
探望老師，並送上慰問。

畢業生回來相聚，互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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