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精神乃為社會提供完善及多元化的教育服務，

作育英才，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後能盡展所長，回饋社會。

為本港兒童及青少年進行「全人教育」，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

境，使能發揮個人的潛能，日後成為具備知識技能、有獨立思考能力、

勇於承擔責任和關注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

培育兒童及青少年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並以校訓

「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的依歸，勉勵他們拓展豐盛而有意義

的人生。

辦學宗旨

校訓

勤儉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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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華 三 院 辛 丑 年

譚鎮國
主席

馬清揚
第一副主席

韋浩文
第二副主席

鄧明慧
第三副主席

何猷啟
第四副主席

曾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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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鄭雅瑜總理麥鄧蕙敏總理李澤浩總理

楊立君總理陳鵬宇總理劉琪琪總理

張馨玲總理蔡加怡總理莊紫祥總理 王漢杰總理

伍怡總理楊燕芝總理連浩民總理 鄭建盛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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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迪孩童盡展潛能

締造社會優秀人才

為秉承東華三院一貫的辦學宗旨，致力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服務，藉著多元化的課
程來滿足幼兒不同的需要，為他們日後進行終身學習作好充份的準備；同時，亦協助幼
兒在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使他們成為一個懂得欣賞自己、尊重別人、愛護社會的
幼兒。

本園校舍明亮寬敞，擁有六間課室及多間特別用途室如音樂室、電腦室、體能室、
圖書室等，提供一個設備完善，愉快學習的環境。此外，為啟發幼兒的創意藝術潛能，
在校園內外均設有「藝術空間」，發揮創作力，提升校園藝術氣氛。

在課程安排上，著重幼兒的全人發展，採用「繪本教學」，配合各種靈活的教學方法，
讓幼兒能透過聽說讀寫、創作故事、綜合藝術、舞蹈和戲劇等創作活動，主動表達意見
及感受，培養他們解決問題和高層次思維發展的能力。

本園致力透過多元化活動，提升幼兒英語能力及興趣。除了在英語課堂，還在生日
會和自由遊戲中促進幼兒的語境學習，讓幼兒在愉快的遊戲中學習全英語溝通。本園亦
增設幼兒「Phonics」興趣班，有趣的故事、生動的遊戲學習各單字母的英文發音。

本園把不同的公民教育滲入課程和活動中，培養幼兒品德發展，培養幼兒正面的價
值觀及與人相處的正確態度，學會尊重和關心身邊的人，從而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樂
觀積極的生活態度，以達至本園的正向信念「傳承、傳愛、發放正能量」。

學校簡介

本校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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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顧

與現今發展

學校設施

大堂

校門 課室

電腦室 音樂室

圖書室 體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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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我很榮幸加入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這個充滿愛和快樂的大家庭。這
學年實在是既「感恩」又「難忘」的一個學年，這段日子雖然面對著很多的挑戰、很多
的經歷，但過程中能促使我們各人均在疫境下學習和成長，亦是一種快樂！

「感恩」是黃士心幼稚園「25歲」生日了 !我們為廿五周年校慶舉行了一連串的慶
祝活動，當中包括：25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溫馨親子相架設計比賽、創意親子 TIK 
TOK跳舞比賽、25周年生日蛋糕設計及慶典佈置活動等。「感恩」得到一群充滿愛的家
長們一直對學校團隊作出全力支持和信任，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均積極參與及配合，同心
合力創建愛的學習環境，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成就美事。「感恩」能與一群對教育充
滿熱誠及愛心洋溢的學校團隊共事，為幼兒提供優質的學習課程，品德教育和成長支援
等，讓幼兒盡展所長。亦「感恩」家長們和學校團隊都能在疫情期間互相鼓勵扶持，樂
觀迎接各項新挑戰，攜手走過疫境，成為幼兒的正面榜樣。

「難忘」是由於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踏入 2020年 2月，大家就要一起過著
一個難忘的下學期。原本大家都十分期待農曆新年假期後的愉快校園學習生活 ;新增設
的學習活動、新創作的學習角落、新元素的音樂和體能活動及新模式的家校活動等。可
是這一切在疫情發展未穩定的情況下，全港學校需要停課而取消或延期。雖然如此，教
師團隊仍緊守崗位，發揮了她們靈活變通的專才，為幼兒預備各種學習教材，配合不同
情況所需，把以上的實體學習活動，轉化成極具創意的網上學習活動及精彩高瞻的視像
教學短片，努力支援幼兒家中學習的工作，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挑戰。

在此，衷心祝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校慶，希望每一位幼兒在我
們的學校團隊悉心照料下，都能健康快樂地成長，實踐「以愛傳承創未來，精彩

跨越廿五載」的信念，貫徹「愛己、愛人及愛社區」的良好品德；並讓幼
兒在充滿愛的氛圍下奠定人生發展的良好基礎，確立正向的價值觀，培
育孩子成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新一代，
從而建立自信和積極的人生觀，讓他們為未來的成長路上作好準備。疫

境雖未退，我們學校團隊會繼續以正向能量作為前行的動力，發
揚本園的教育願景，「傳承、傳愛，發放正能量 !」與大家疫境
樂同行，互勉之！

林嘉言校長

校 長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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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今年已踏入二十五周年，亦是我在東華三院幼稚園服務了二十五年，真是一個既開心又喜悅
的大日子。這二十五年中感謝一群熱心教學的老師及家長的支持和信任，本園在本屋邨仍屹立不倒，不斷進步。我在本園任職主
任已有一年半多了，在這段期間我感受到本園是一間充滿愛心又優質的幼稚園，每天看見充滿熱誠教學的老師及活潑可愛的幼兒
在校園上課，總是有一種親切及溫暖的感覺。

小時候我的志願是成為一位老師，長大後能擔任幼稚園老師一職，真的很感恩及幸福。每天在校園內看見天真爛漫的小
寶貝，聽到他們可愛的笑聲，這是我工作力量的動力，也是在我生命中加添了不少色彩。祝福每一位小寶貝每天帶著一張
開心活潑的笑臉，享受快樂的校園生活，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在此祝願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在邁向另一個廿五年的每一天，都滿有愛心與家長共同合力，用愛心繼續培育每一
棵的小樹苗。

周燕儀主任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踏入廿五周年了！於多
年來孕育了無數個小樹苗，有幸能加入這間充滿愛
的學校，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令我感到非常開心。
這裏像是一個大家庭，每位小朋友在校長、主任、
老師和姐姐的愛護下，一起學習、遊戲和探索，歡
笑聲中茁壯成長；老師們相親相愛，互相合作，和
諧的氣氛令人感到溫暖。最後，希望各人都能在東
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渡過愉快美好的時光。

羅少冰老師

記得數年前初來報到，當時的心情既興奮又擔
憂，興奮的是可以正式成為幼稚園教師，擔憂的是
自己能否勝任此工作崗位。在這些年累積的經驗換
來了一點一滴的進步，才發現自己同樣地長大了，
學校可以說是見證著我和小朋友共同成長的地方。
最後，讓我在此衷心恭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
五周年生日快樂，繼續以愛心培育出更多茁壯的樹
苗。

鄭麗欣老師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學校已經開校二十五載！

回想起過去的日子裏，在黃士心幼稚園工作，就如
置身於一個大家庭，能夠見證著學校的進步，學生
的成長，大家關愛之情，點點滴滴的回憶仍然瀝瀝
在目！未來的日子裏，就讓我們一起手牽手，繼續
為孩子護航，培養更多學生成才，讓學校邁向更美、
更精采的另一個二十五年！

張詠詩老師

很高興能參與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

的慶典，在此同時也感恩在幼教路上遇到優質的團
隊、用心工作的伙伴、可愛的家長及小朋友！每個
人工作也需要有推動力，我的推動力就是看到你們
可愛及友善的笑容，給予我工作上的肯定及鼓勵，
我會繼續帶著熱誠用愛灌溉每位小幼苗！

梁淑萍老師

轉眼間，學校已經踏入廿五周年，真是一件十
分開心的事情，有幸今年可參與校慶的活動，在過
程中都獲益良多，亦感受到歡欣的氣氛。

由籌備至今，校內每位同事亦付出很多心血，
為校內每一個課室，甚至每一個角落佈置，過程中
有著同伴的幫助、意見及溝通，所以整個過程都十
分順利。此外，我亦很榮幸能到東華三院黃士心幼

稚園任教，感受到校長、主任及各同事的親切待人
的態度，讓我能在愉快的環境的教學，最後再次衷
心祝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繼續培育未來的大
樹，讓幼兒度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曾嘉玲老師

今年正值「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校
慶的大日子，而黃士心幼稚園在這二十五年間也不
斷發展及變新，與時並進，為區內的幼兒提供完善
的幼稚園教育服務，我很榮幸能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每天面對著這群天真活潑、充滿生氣的幼兒，
與他們一起進行各種有趣的活動，為我的工作增添
了無限的色彩，盼望所有幼兒，能懷着愛與自信，

朝着自己的夢想進發。

最後，感謝家長對學校和老師們的愛護及信任，
在此謹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桃李滿天下！

陳穎琪老師

教 職 員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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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甄老師 吳凱琪老師

很高興加入黃士心幼稚園這個大家庭，不知不
覺學校邁進廿五周年的教育里程碑，有幸今年可參
與校慶的活動，與大家一同分享這份喜悅！由籌備
到進行，同事們都費盡心思地為學校準備活動及佈
置，大家互相支持及鼓勵，給予正力量，讓這份愛
成為了我們的動力。眼見學校不斷的發展和進步，
作為學校的一份子也感到驕傲。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讓學校邁步向前！最後，在此祝願黃士心幼稚園在
未來的日子繼續年年桃李滿門，歲歲芬芳，邁向另
一個廿五年！

利熠老師

不經不覺我在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已工作了
第四年，我每天看見小朋友能愉快地學習、健康地
成長，是我最快樂的事。其實我與每一位小朋友同
樣都不斷努力學習，一起進步，我深信教育除了傳
授知識給幼兒外，亦要讓幼兒在有愛的環境下成長，
令幼兒發揮自己的潛能，成為快樂孩子。祝東華三
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銀禧快樂！

李文君老師

本校踏入了廿五周年，我作為本校的教師，感
到無比的歡欣。這所以「由心出發 以身實踐」為教
學理念的學校，孕育了無數幼兒愉快的成長，作為
老師的我能看著幼兒們一天天的成長，也是我教學
的動力。我也感到十分自豪與感恩能加入黃士心幼
稚園這個大家庭，期望能見證本校踏入更多的廿五
周年，祝校運昌隆。

黃偉玲老師

我很開心能夠參與廿五周年的慶典，十分榮幸
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很喜歡這裡的學生、
家長和教職員。大家之間保持融洽關係，當中充
滿了對彼此的愛心和關懷。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
園是一間不斷提升教學、師資、管理和支援的幼
稚園，成績有目共睹。祝願校園能繼續培育英才，
桃李滿門。

轉眼間，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已踏入二十五
周年了，很高興能夠參與其中。在這個大家庭中感
受到滿滿的愛與關懷，而且在充滿歡笑聲中與一張
張可愛的小臉蛋一起學習和成長，眼見他們一天天
進步和成長，真是一件快樂的事。最後，在此衷心
祝願黃士心幼稚園繼續邁步向前，繼續帶領幼兒愉
快地學習和成長，讓幼兒渡過愉快的校園生活。

黃孝渝老師

加入了黃士心幼稚園這個大家庭已有一段日子
了！在這期間，我深深體會到幼兒教育工作是我的
專業。回想成為老師的日子，我懷著興奮和緊張的
心情，面對著孩子活潑可愛和純真的笑臉。我的心
裡充滿著理想和熱誠，期待著與他們愉快相處的日
子 ,亦令我明白到每位孩子同樣是需要給予「耐心」、
「愛心」「細心」，深覺老師就像花園裏的園丁，
不斷灌溉、施肥，讓小小的幼苗健康茁壯成長！

轉眼間，今年是黃士心幼稚園的廿五周年校慶，
我深感興奮，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和教職員對學
校無私的付出。

祝願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繼續培育懂愛的孩
子，回饋社會，攜手邁向更精彩的三十年 !

Net Teacher Miss Ruchi Subebi

Many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to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Wong See Sum Kindergarten on their 
25th Anniversary. My first year at the school has been 
an extremely fruitful and pleasant experience due to 
everyone's ever-present willingness to guide and assist. I 
feel greatly priviledged to be a part of our school's team 
which is devoted to nurturing of children and affording 
them opportunities to foster their full potential.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and thanks to the principal, head teacher, teachers and 
aunties for their care and persistent efforts.

教 職 員 心 聲



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13

Net Teacher Miss Mann Sonaya 向欣竹普通話專科老師

Happy 25th anniversary to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Wong See Sum Kindergarten. Since joining 
the kindergarten this September, I have received 
substantial support, training and high-quality resources 
to help augment my teaching capabilities. Furthermore, 
the comradery and kindness of the teaching staff has 
helped me to feel connected to the kindergarten and its 
values. I look forward to growing and developing with 
the kindergarten and look forward to a prosperous year. 

駐校社工孫美琦姑娘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一直在觀塘區享負盛名，
屹立在翠屏邨廿五載，小時候在同區成長的我，一
早已聽過這間幼稚園，對它充滿一份親切及熟悉的
感覺。直至一年多前，終於有機會加入這個大家庭，
果然是充滿著溫情與笑臉，多年來孕育了無數快樂
且茁壯成長的幼苗。正如本年度學校口號一樣，祝
願黃士心幼稚園繼續「傳承」美好品德、「傳」揚
「愛」心、「發放正能量」！

韓若樺助理書記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相
信每位畢業生對未來的工作既抱有期待、幻想，
又迷惘、不安，我亦然，尤其在疫情的影響下，
要尋得一份理想，而不是隨隨便便的，難乎其難。
不過，在一番努力後，幸而還是聞得陣陣花香。
恰逢廿五周年校慶，在剛好的時間點，加入這個
大家庭，願與各位攜手邁向新的年度，迎接新的
挑戰，共賀盛事。

喜逢今年「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
校慶，我深感榮幸能和所有的教職員們，家長們以
及可愛的小朋友們一起歡度這個大日子。黃士心幼
稚園一路本著以幼兒出發的理念為社會培育了無數
茁壯的小樹苗，而學校也邁向與時並進的步伐不斷
地發展及創新，為一代又一代的小樹苗醞釀更加肥
沃的土壤，讓他們在優質的環境中茁壯成長。衷心
的祝福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歲生日快樂，
桃李滿門！

黃美琪書記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我在這裹工作了廿五
年，在這裹我認識了知心的同事，我們好像一個大
家庭，相處得十分融洽。回想起我最初來的時候甚
麼也不懂，幸好得到校長、主任及各同事的幫助，
令我不段地成長，吸取了不少的經驗，奕得到更多
寶貴意見。在溝通技巧方面，使我得到提升，能在
面對家長及各方面能增強自信心，一一解決面對所
有的問題。雖然，有時候會覺得疲倦，但一見到很
多小朋友齊聲叫「黃小姐」早晨……午安……的時
候，我就會覺得很開心，即使疲倦都會一一消除。
每一個小朋友的笑容好像靈丹妙藥，帶給我們歡樂，
每日都活在童年的日子中。

一直期盼廿五周年校慶的開心日子，終於到來
了。「有教無類」當年就是被東華三院的辦學理念
深深吸引，有幸成為黃士心幼稚園的一份子。時光
飛逝，廿五周年的光景，百感交集，心中縈繞的是
絲絲的回憶。開心的每天早上，當小朋友進校門叫
我們一聲早晨，我們立即“叮＂一聲充滿力量進行
一天的工作，校園每天都充滿了笑聲，讀書聲，唱
歌聲……就這樣子，我們在這個開心，愛心的大家
庭工作了這麼多年。最後，我們祝福黃士心幼稚園
一個校慶，又一個校慶……

鄧珍愛工友、鍾雪冰工友



你們好！我是 K1A孫逸朗家長，小孩在幼稚園學習已有一
個多月，這段日子裏，孩子在各方面都有所成長，十分感謝全體

教職人員的付出和幫助！感謝所有關心朗朗的老師們！你們都是

凡間最可愛的天使！要令小朋友健康成長單靠幼稚園就太吃力

了，所以作為家長，我們都一定會無條件配合，給你們最大的

支持和信任！最後，祝福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全體人員工作順

利！身體健康！日日開心！

我們深感榮幸 !剛開學對寶寶是各種擔心，有幾天出現了哭
鬧情況 (反應強烈 )，當時我有些不知所措了，後來經過與班主
任和孫姑娘的溝通了解，心裏就很踏實了，讓我意外的是鄭老師

還在門口等着我們上學，抱着佳紋進課室，這讓佳紋的情緒快速

穩定下來，家長的放心來源於老師的用心。在這裏十分感謝所有

工作人員對小朋友的用心付出 !

上幼甲
孫逸朗家長

全幼甲
呂佳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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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甲 班

家 長 心 聲

鄭麗欣老師 吳凱琪老師



思穎很喜歡上學，很感恩她在短短個多月裏便能適應校園生

活。疫情之下，依然看到林校長對學前教育的熱誠，周主任的親

切態度。而班主任羅老師及黃老師總是臉帶笑容的與我細談思穎

上學的情況。而外籍老師及其他職員對小朋友更是關懷備至。適

逢今年學校廿五周年校慶，在此祝賀學校桃李滿天下，每一位健

康快樂地迎接美好明天。

回想當初走遍五間幼稚園報名，黃士心幼稚園是我首選心儀

學校，寬敞明亮的校舍和職員親切友善態度令我印象深刻。收到

錄取信件，當時開心得喜極而泣。感謝校長，老師的悉心教導和

照顧，栢睿已很快融入校園生活，每天校長和老師站在校門與小

朋友問好，用愛感染身邊的人。栢睿也學會主動打招呼和表達自

己的需要，令家長明白身教的重要性，感恩小兒能在充滿愛的環

境中茁壯成長。

上幼乙
何思穎家長

全幼乙
許栢睿家長

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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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羅少冰老師 黃偉玲老師

幼 乙 班



生日快樂！不經不覺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已經 25歲了。
學校由 1995年創校至今，看見校園環境的不斷完善；看見一班
又一班既可愛又有禮的小朋友成長，真的難能可貴。幸運地我與

女兒可以一起參與這個特別時刻，一同慶祝幼稚園 25歲生日。

2020年真的不是順風順水的一年。正正如此更加突顯了全
校所有教職員對小朋友的關愛。你們把小朋友的身心健康都放在

第一位，作為家長的我真的深深體會得到。多謝你們默默的付出，

能讓我們每粒小種子在

社會中健康茁壯地成

長。

好開心加入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的大家庭，回想大兒子幼

稚園時的點點滴滴，眨眼間已經小二啦，而我的二兒子小樂樂都

成長不少，每天放學都會主動同媽咪說課堂上的事，例如：做勞

作畫畫、寫字、唱兒歌等，這全有賴校長、主任及各位老師悉心

教導照顧，令我的小樂樂好喜歡上學。

轉眼間又準備到我的三兒子就學啦，希望他們在這校園裏快

樂地學習和成長。

最後再次感謝校

長，主任及各位老師，

並祝賀東華三院黃士心

幼稚園 25周年快樂！

上低甲
陳姵言家長

全低甲
鄔卓樂家長

低 甲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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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黃孝渝老師 張詠詩老師



恭喜！恭喜！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25周年生
日大快樂！多謝林校長，周主任及各位老師悉心教

導，令小兒很快適應學校生活，而且學校提供舒適

及清潔環境，就算疫情暫時未完結，但本人仍放心

將小兒交給學校！

好多謝老師的邀請，令我可以藉著這次的家長心聲感謝校長、主任、各位

老師及各位校工姨姨，感謝每一位對希澄的關心與愛護。

不經不覺，希澄已在黃士心幼稚園升上 K2，回想起剛入學的她，每天都
期待著上學，到現在那份對上學充滿著熱情的心依然還在。希澄是個比較慢熱

的小朋友，很多事情都需要別人的帶領下才會肯去嘗試。感謝 K1的兩位班主
任鄭老師和羅老師，在希澄迷惘中的時候把她帶出困境。感謝 K2的兩位班主
任曾老師和徐老師，有耐性的教導希澄，慢慢引導她。

希望希澄在這充滿愛及關懷的

幼稚園學習成長，渡過一個快樂難忘

的幼稚園生活，亦感謝老師們的心思

和努力！

上低乙
李君澔家長

全低乙
陳希澄家長

低 乙 班 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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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徐梓甄老師 曾嘉玲老師



大家好，轉眼間我的細女李凱瀅就快畢業了，快要離開幼稚
園，準備升上小學。

回想起我大女和細女剛剛入讀幼兒班的時候，很像一個大蕃
薯，直到現在，她們成長了很多，學會了很多知識，有賴學校各
位教職員的照顧和幫助。老師很了解小朋友、細心和耐心教導她
們，令兩位女兒很喜歡上學，她們時常分享在學校的趣事，我都
感到很開心。

在此感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的校長、主任、各位
老師、各位姐姐、所有
教職員等等……謝謝你
們，謝謝你們令她們在
幼稚園的生活過得很愉
快。

我們是高班馮睿菁的爸爸媽媽，很感謝你們長久以來的精心
培養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使菁菁逐漸成為一個愛學習，懂禮貌，
會分享的好孩子。今年是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創辦二十五年之
際，祝學校生日快樂，蒸蒸日上。

學校就像是一個莊園，而學生就是一粒粒飽滿的種子，我們
把種子種在一個莊園裏；這裏陽光充足，土壤肥沃，有許許多多
的園丁正在辛勤而又細心的耕作，有施肥的、有澆水的、有除草
的，她們既美麗端莊又耐心細致，讓一顆顆種子破土而出，長出
嫩嫩的小葉，慢慢地變成綠油油的壯苗，感謝老師們的辛勤工作
和諄諄教導。感謝學校
讓孩子們有一個安全，
快樂，充滿寬容向上氣
氛的成長環境。

上高甲
李凱瀅家長

全高甲
馮睿菁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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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利　熠老師 陳穎琪老師

高 甲 班



時光飛逝，快將畢業了！回想起家信初進校園時，戰戰兢兢

的樣子還歷歷在目，他個性內向慢熱，有賴老師細心觀察，耐心

地引導鼓勵他，幫助他建立自信，讓他在愛中快樂成長，這三年

的幼稚園生活，將會是他寶貴的童年回憶！

在此衷心感謝林校長、周主任、各位老師和姨姨辛勞的付

出，和對家信的關愛和照顧！感恩遇到你們每一位！

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快樂。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是一所充滿關愛的校園，我十分高興

我兩位的小孩都在黃士心幼稚園就讀，他們都能在這裏渡過歡樂

的幼稚園生活。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家中的兩位小孩由最初不願多

吃飯，而且亦非常挑食，但經過老師一段長時間的教導下，現在

兩位小孩都變得非常愛吃及不會挑食，他們每人也捧着一個小肚

腩，真幸福。因此我十分感謝學校對我兩位小孩的悉心教導與照

顧。

祝東華三院黃士心

幼稚園廿五周年快樂。

上高乙
梁家信家長

全高乙
梁喆言家長

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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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心 聲

李文君老師 梁淑萍老師

高 乙 班



以愛傳承 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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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的
活動延展

繪本學習能觸動幼兒的心靈，透過繪本故事啟發幼兒的多元潛能，以故事內的情節促進
幼兒九種共通能力的發展，並配合幼兒的生活經驗和興趣，設計相關的延伸活動，讓教
學和學習更富趣味及變化。

繪本創藝學習

廢物再用添創意

嘩 !有趣的顏色透視

角色扮演樂趣多

課程特色多元化

東華三院 150周年藝術作品製作

藝術欣賞展視野

我們都是藝術家



水耕機
設置環保大道 魚菜共生區23

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幼兒分享或繪畫出活動後的感想
提供動態活動區域供幼兒選擇

提供靜態活動區域供幼兒選擇

自由遊戲學習

STEM教學活動 停課期間拍攝的教學影片

遊戲學習 -STEM 學習活動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廢物分類回收活動 環保故事劇場
環保親子設計比賽

環保教學 - 學習活動

環保教學 - 環保建設

校園開放日環保 STEAM攤位活動

幼兒分享活動成果

廚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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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活動

中秋節慶祝會
中秋節猜燈謎

百變 Fashion Show 萬聖節 Fashion Show慶祝會

與聖誕老人大合照
聖誕慶祝會

新春行花市
新年年宵花卉市場新年親子「新春行花市」活動

生日會

學習活動多姿彩

聖誕頌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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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校內活動 - 學習活動

校內活動 - 講座及劇場

校外活動 - 參觀及學習活動

配合主題內容進行小食嚐試
邀請動物醫生來教導幼兒愛護動物訊息 天才表演

防火安全講座 看得到的電力講座 紫城伯伯劇場
雞蛋哥哥劇場

參加 English Fun Day 參加屋邨防火嘉年華 參觀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參觀陽光笑容小樂園

參加東華三院誌友共聚慈善音樂會 參觀南豐紗廠 參觀消防局
幼兒到校外進行寫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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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蒙承「李兆忠興趣班基金」資助幼兒參加各類型的興趣班，培養幼兒良好的身
心發展，從而發展幼兒的不同潛能。

兒童芭蕾舞班

兒童拉丁舞班

兒童武術班

兒童音樂班

興趣活動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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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幼兒加入制服團隊，以擴闊其學習經驗及培育其志願服務精神，鍛鍊服從紀律及團隊合
作的精神。

小童軍制服團隊

英文唱遊班

普通話唱遊班

普通話 GAPSK水平測試

制服團隊興趣班

潛能培訓興趣班

快樂小蜜蜂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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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為本校及幼兒作出的努力，在每次的外出參觀、借閱圖書、製作美食或特別活
動中，也能默默的協助及細心照顧本校幼兒。

製作中式糕點 中秋節搓月餅 製作美味的曲奇餅

協助整理物品 策劃節慶活動 家長協助製作教具

教導幼兒製作美食 協助幼兒外出參觀圖書館

家校合作顯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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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傳承創未來
精彩跨越廿五載

透過家長教師會鼓勵家長與老師一同實踐本校辦學理念，建立一個融洽有序的學習環境，
讓幼兒愉快地學習，將來回饋社會。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以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增
進雙方了解，達致家校共融的理念。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探訪護老院 護老院賀年活動

籌劃活動

會議活動

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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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進行不同的教師培訓，促進學科的教與學以及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從而幫助幼兒掌
握相關知識及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

繪本教學分享會 「建立良好校園文化」工作坊「幼兒教育與 STEM」工作坊

與時並進育英才

「日本積木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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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與健康及藝術與創意課程設計
及實施」工作坊

「團體精神」工作坊 「機器人培訓」工作坊

幼兒小肌肉技巧發展分享會 「水耕機培訓」工作坊

「慈心抱抱熊課程計劃」工作坊



眨眼間，光熙已經高班了。回想當初選擇黃士心幼稚園是因
為我本身都是學校的畢業生，對於學校有濃厚親切感。直到我作
為家長再接觸學校時，都感受到老師們對於學生的愛護及教學熱
誠，以至我在家管教小朋友的方式，老師們都樂於解答及給予幫
助，以及因為去年參加了家長教師會令我對學校運作及學校上下
職員更了解。所以都十分欣賞林校長、周主任及老師們對於學校
的改變，例如課堂的教學模式令小朋友除學習課本知識外亦可以
有自主學習，而且學校在語境及美藝方面都加強不少，以及學校
細心到在放學安排都考慮到家長的需要。另外學校都有不同興趣
班給學生，讓他們可以培養不同興趣，而且學校不時舉辦家長講
座或工作坊可以支援家長的情緒和管教問題，在停課其間都能夠
給予足夠的支援，亦感謝老師們在疫症期間都為小朋友準備教材
及不時會致電關心。復課後，學校都有不同應對方式和措施，令
我感到放心。最後，要感謝學校上下教職員對於學校付出及小朋
友的愛護，讓光熙可以有一個快樂的幼稚園生活。

幼稚園的我現在我是三位孩子的母親了

第二屆畢業生許仲欣

我是第三屆畢業生翟志傑，雖然我離開了學校已 22 年，但
我依然覺得自己和母校一同成長，因為我媽媽在開校至今仍在黃
士心幼稚園工作，回家都會與我們一起分享學校的一點一滴，快
樂無比。雖然畢業多年，但老師的親切面容一直留在我心中。祝
願母校桃李滿門 !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三屆畢業生翟志傑

我是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2002 年畢業生亦是今年幼甲班
劉子樂家長，雖然開學至今只是一段短短的時間，但子樂由不願
意上學變成期待上學，每個早上會唱中英文歌和家人打招呼，放
學會分享課堂的事情，每晚會自己準備書包預備上學，看見他的
自理能力都大大提升，見證子樂一點點的改變，作為媽媽深感欣
慰 !

校長、每位老師無時無刻都充滿笑容，氣氛相當融洽，就像
一個大家庭，感激貴校讓子樂可以在這個充滿愛的環境成長，同
時亦感謝學校令我渡過一個愉快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 !

幼稚園的我現在我是兩位孩子的母親了

第七屆畢業生嚴家碧

不經不覺已離開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已廿個年頭有多，很
高興黃孝渝老師邀請我為母校慶祝廿五周年撰寫心聲，其實在幼
稚園的記憶都有點模糊了，印象深刻的有很多有愛心的老師，主
任和姐姐，還有每朝入到學校，都見到趙校長在門前說早晨的笑
容，感覺非常親切，令我很快已適應幼稚園的生活。今年母校廿
五周年，藉此機會，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祝母校未來培育更加
多的精英。

現在的我 幼稚園的我

第七屆畢業生李梓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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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九屆畢業生伍啟峯。幼稚園是每個人度過童年的地方，
我在這裡十分愉快，得以成長。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照料！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九屆畢業生伍啟峯

我是第十屆畢業生錢韻妃。現年 21 歲的我，很開心自己的幼
兒時期畢業於黃士心幼稚園，想念那些親切，充滿愛心的老師 ! 祝
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生日快樂！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十屆畢業生錢韻妃

首先恭賀恭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創校廿五周年！

轉眼間我已畢業 13 年，但仍然記得我在黃士心幼稚園的日
子。在幼稚園短短的三年，感受到每一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和愛戴，
我還記得第一年進入幼稚園，對於陌生的環境，我不斷哭和害怕，
但經過老師的安慰，我慢慢適應，融入校園生活。

現在的我

第十五屆畢業生黃耀天

恭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創校廿五周年！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是一位中五的學生，十分感謝母校令
我認識到至今仍會保持聯絡的好朋友。仲記得每一位教過我的老
師都十分友善，即使自己間中會犯錯，老師們都會有耐性地教導
我，令我學會知錯能改。除此以外，校園裏有好多不同的玩具以
培養我的興趣，最記得那時有一部小型玩具跑步機，令我對跑步
更加有興趣，畢業後我都一直有練習田徑，萬分感謝校園內的各
種設施。亦因為母校的教導，令我能夠順利升入心儀的小學，感
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十五屆畢業生林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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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已經踏入廿
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啦！恭賀母校蒸蒸日上！

我三個孩子也不經不覺離開了母校有十年了，大仔二仔已
由幼稚園，到小學，再踏入中學階段了。幼女現時也升上五年級
了。回想起十多年前為大兒子選擇了「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因為「東華三院」也是自己年幼的母校這四個大字也給了有一種
歸屬感！好感恩有各位老師和姐姐對孩子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教
導，令我更放心。我也成為學校的家教會委員，擔任了幾屆家教
會主席，能深一層了解學校運作，亦一同見證了學校的成長與變
化。貴校不斷致力改革，更適時舉行不同的活動及講座給予家長
們一起參與，增進親子關係同時又帶動了家校合作。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快樂！衷心祝願幼稚園
的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們及姐姐工作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現在的我

第十八屆畢業生楊唯成

第十九屆畢業生楊唯德

第二十一屆畢業生楊惠恩

不知不覺，我畢業於黃士心幼稚園已八年了，籍著這個機會
感謝曾教導我的老師培育之恩。我很愛幼稚園的生活，因為校園
有很多學習設施，讓我們從遊戲中學習，我還記得當時老師們時
常耐心地教導頑皮的我們，最後祝老師們身體健康 !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十八屆畢業生葉芯筵

時間過得真快，思穎已畢業於黃士心幼稚園八年了，轉眼間
她已升上中二 !

記得在入讀幼稚園的時候，在我眼中她還是一個 BB，她每
一天都有多方面的學習和嘗試，每一天都在您們的用心培育和照
顧下成長，您們努力不懈地為我的女兒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令
她的身、心、靈都得到培育和發展，我深深感受到思穎在學校開
心的日子……真要感謝您們 !

現在我與我的女兒仍然與幼稚園老師保持聯絡，因為我們仍
懷念從前的點滴，我們要為此向校長和所有教職員致以衷心的謝
意。您們的盡心盡意、努力不懈、那份教育的精神，實在已為無
數的孩子、無數的家庭，帶來了希望，創造了未來 !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十八屆畢業生蔡思穎

恭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我兒子黃國謙是
2016年畢業的，回想當初他入學時，還很BB呢，穿著片片上學，
經過老師和姐姐教導後，已經學會獨立自理，也學會與同學融洽
地過着校園生活，吸收了讀書的基本知識，作好上小學的準備。
近年，校舍翻新後，更加窗明桌淨，充滿活力。在此非常感謝校
長、老師和姐姐的努力，也感謝東華三院造福人群，祝願大家身
體康 ! 一起邁向新的里程。

現在的我

第二十一屆畢業生黃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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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已畢業於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有四年了，想想當年在
校園的日子，真是開心、快樂！

感謝老師們對可晴、可瑩的鼓勵和栽培，感謝姐姐們的耐心
和愛護，在他們的人生中留下難以忘懷的點滴！

正值今年是學校的二十五周年校慶，衷心祝願學校邁進新一
頁，創建更好的未來！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二屆畢業生陳可晴、陳可瑩

時光飛逝，轉眼間，走出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的校門已有
四年。

回想起在園的三年日子，是開心，是快樂，更是幸福……感
謝校長和主任對嘉蔚的關懷備至，老師們的悉心栽培，還有姐姐
們的愛護，這棵「小樹苗」如今已經初有成長，但都沒有忘記在
園的點點滴滴。

適逢今年是學校的廿五周年校慶，衷心祝願學校未來有更好
的發展，培育更多可愛優秀的「小樹苗」，讓他們茁壯成長，成
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二屆畢業生張嘉蔚

轉眼間，雅晴已是小學二年級學生了，回想在幼稚園的三年
裏，由一個糊里糊塗的小孩，已變得懂事多了，感恩她人生中能
在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上學，留下美好的點滴，在幼稚園裏她
學到知識、品格和做人道理，多謝每位老師對她的悉心地栽培及
教導，也常鼓勵她參加多元化的活動和校外比賽，因此，她才能
在劍橋英語和普通話取得佳績，在此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及同學
的陪伴，感恩有一間優質的幼稚園和良好的師資，雅晴才能考獲
心儀小學，最後祝黃士心幼稚園廿五周年快樂 ! 繼續作育英才、
造福社會。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四屆畢業生梁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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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轉眼間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即將踏入廿五周
年，雖然小女已經畢業一年，但回想這三年的幼稚園生活，仍點
滴在心頭，都給我們留下了開心難忘的回憶。還記她第一次穿上
校服的雀躍，第一次踏進校園的彷徨，第一次舞台表演的無措，
第一次領獎的驚喜……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了。

感恩能遇到各位充滿愛心及耐心的老師，感激你們的培養及
呵護，感激你們給予的教導及鼓勵，讓小女在這三年內茁壯成長，
打好根基，無懼挑戰，更好的迎接小學新階段。適逢母校 25 週
年校慶，我們謹向母校致以最摯誠的祝福和衷心的感謝，希望母
校在未來的日子能繼續秉承辦學宗旨，培養更多未來的主人翁。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四屆畢業生古穎賢

大家好！我是畢業生謝皓天的家長，光陰似箭，不經不覺皓
天畢業已經差不多兩年了，而小女紫昕亦即將在敝校畢業。

多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的校長及各位老師悉心的照顧、
栽培及關懷。老師們給他們不少發展所長的機會，令他們能有快
樂的校園生活！還令他們學懂禮貌、分享、有自信和有愛心！最
後，祝願校長與各位老師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繼續作育英才！

恭賀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廿五週年校慶 ! 轉眼間樂賢已經在黃士心幼稚園過了三年幼稚園生活，光
陰似箭，日月如梭，現在升上小學一年級了。衷心感激校長、主任、老師們、姐姐們一直以來對樂賢的耐
心教導和愛護，由幼兒班剛入學一個甚麼也不懂只會鬧情緒的小寶寶變成現在懂得自律，幫助別人，守規
矩秩序，有禮貌的小男孩，真是功不可沒 !

在校園裡遇到任何問題老師們都幫助我如何解決，我知道她們工作也很忙碌，但仍願意抽空與我交
談，我真的衷心感謝她們。去年 2019 年尾至今雖然香港在渡過艱難的疫症時期，仍感激校長、主任、老
師們、姐姐們的付出，全方面消毒校園，製作一連串在家學習的教學用品，網上學習等給幼兒，還每隔一
段時間致電問候小朋友近況，另外也少不了送贈我們防疫用品，實行同心投疫，共度時艱 !

我們好開心可以加入黃士心幼稚園這個大家庭，今年弟弟也就讀幼兒班，我們也會好好珍惜在這個
大家庭的時光。希望各位小朋友在黃士心幼稚園這個大家庭愛護下愉快成長 ! 

在此祝福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五屆畢業生余樂賢

幼稚園的我現在的我

第二十四屆畢業生謝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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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跨越廿五載廿五周年校慶比賽作品

為慶祝「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的廿五周年校慶，特意舉辦親子標誌、親子相框設計
及親子 Tik Tok舞步比賽，十分感謝各位家長和幼兒用心合力的創作，為祝賀本園成立廿
五載。

上高乙
白詠思家長及學生

全高乙
周宜霆家長及學生

上低甲
陳姵言家長及學生

上高乙
林子淇家長及學生

親子標誌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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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相框設計比賽

上高乙
白詠思家長及學生

上幼乙
謝卓軒家長及學生

全幼甲
范柏源家長及學生

全高甲
譚尚恩家長及學生

廿五周年校慶比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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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Tik Tok 舞步比賽

上幼甲
孫逸朗家長及學生

全高乙
鄺泳芝家長及學生

上幼甲、上高乙
李梓淇、李梓晴家長及學生

全高乙
彭懿樂家長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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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鳴謝

主禮嘉賓教育局觀塘區總學校發展主任薛兆枝先生

東華三院董事局

捐款人黃士心太平紳士

東華三院教育科

各位家長

歷屆校友

社區人士

編輯

顧問： 教育科主管吳奇壎先生、
 高級教育主任鄺美詩女士

編輯： 林嘉言校長、周燕儀主任、
 陳穎琪老師、李文君老師、

 曾嘉玲老師、黃偉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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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邵　光

詞：謝扶雅

歷　　史　　最悠久。　　　晦　明　風雨，努力　　前程，良機　莫辜　負。愛

海　天　一片，宏播仁風，屬　校　　遍港九。　　　有　教　無類，作育英才，

東　　華，愛　母　校，　　他　日成　材，服務社會　報　恩厚。　　　　　愛

東　　華，愛　母　校，　　他　日成　材，服務社會　報　恩厚。

東華三院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