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蘭經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一切讚頌，全歸安拉，全世界的主，普慈特慈的主，

報應日的主。我們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

導我們上正道，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譴怒者的

路，也不是迷誤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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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

年校慶暨畢業及結業頒獎典禮的大日子，

本人深感榮幸獲司徒亮校監、林靄嬋校長

和校董會的邀請擔任主禮嘉賓。 

  在地區上我經常聽到有很多家長和朋

友對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均衡課程及活動，適切地關顧到兒童

全面發展需要表示讚賞。教導幼兒，幼稚園老師雖然用不著傳

授高深的知識，但如何教導孩子們去奠立基礎的人格，誘發他

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鼓勵他們發揮創意和思考，開展健康快

樂的正向人生，這個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的教師對學生有教無類，敬業樂業，整個教師隊伍充滿陽光氣

息，互相協作。林校長不但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更努力不懈，

不斷研究探討幼兒教育的進展，克盡本職，獻身教育。三十年

來林校長一直抱著不變的愛心和耐心帶領著伊斯蘭博愛幼稚

園的教師，全心全意培育幼苗，令人敬佩。成功背後最大的動

力當然是來自校董會的信任，世間事推陳出新，社會觀念變化

多端，能夠得到司徒亮校監和一眾校董對幼兒教育的堅定支

持，我相信這是林靄嬋校長成功的一股動力。 

  在此，我衷心祝福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所有畢業的同學前程

遠大，在健康快樂中追求無窮的智慧和樂趣，自信地學習，自

由自在地享受豐盛的人生，多謝大家！ 

主禮嘉賓致辭 

葵青區議會 
林翠玲議員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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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成員 

司徒亮校監 

哈喜昌校董 劉道宏校董 

脫新範校董 楊忠達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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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感言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於 1989 年創校至今，已經三十個寒

暑，她見證著青衣的成長，見證著孩子的成長，多年來默默

耕耘，為社區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作為校監的我，看著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像個呱呱墜

地的小嬰孩，在社區中扎根成長，滿懷理想地向著夢想飛

翔，成為一個三十歲的茁壯青年。 

  三十年來，林校長敢於創新，帶領著教職員團隊用愛培育幼苗，讓孩子們愉快地

學習，喜樂地成長，我衷心地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付出。學校多年來不斷優化課

程，讓孩子學得輕鬆之餘，又能提升學習果效；另一方面我們更重視「質」的優化，

學校會定期讓教師作適切的進修，安排校長和教師們到韓國、臺灣及新加坡等作教學

交流，讓教師們認識不同的教學法、文化和教育趨勢，在課堂上更能揮灑自如地運用

活動教學，增加孩子們的學習興趣。 

  感謝教師們能配合校政，樂於教學、勇於接受挑戰、付出愛心、精神和時間教導

學生和接受培訓，有時甚至要犧牲假期時間參與活動。還要感謝書記、校務員和工友

們作為校長和教師們的後援，處理校務、協助家長和清潔校舍，給我們一個溫暖和舒

適的校園。 

  當然不會忘記我們的家長和學生，感謝家長們的信任，將孩子送入伊斯蘭博愛幼

稚園接受學前教育；成為我們的伙伴並與學校合作一同指導子女，很多家長更成為我

們的家長義工，我們承諾除了傳授知識外，亦會灌輸孩子們正確的價值觀，作為他們

人生的導向。感謝學生們有受教的心：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嘗試和敢於創新；

接納不同國籍和文化的小朋友，在這個多元共融的大家庭中互相扶持。 

  我在此要感謝中華回教博愛社各執委、各位校董們的領導和策劃工作，使本園成

為區內一所得到社區人士認同和家長信賴的幼稚園。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繼續發揮

愛心和青春活力，培育孩子，在教育工作上再創另一里程，迎接更多個三十年。 

司徒亮校監 

16 



 

 

  今年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創校三十周年的大日子，

我感到份外的喜悅，心中滿載著感恩和喜樂。由 1989 年

創校至今，本園無懼艱辛，走過三十個年頭，學校的發展

得以穩步向前，我衷心多謝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各位

執委、司徒亮校監及各位校董對我的支持和信任，讓我

與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一同成長。       

愛的根源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我的第二個家，回顧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們每天默默耕

耘，培育幼苗茁壯地成長起來。校園每天充滿着兒童的歡笑聲，每張開心快樂、俏

皮玩耍的笑臉，永遠牢記在我的腦海中，這些幼苗現在已開花結果，結出豐盛的果

實。有些畢業生已成家立室，並將他們的孩子送回母校繼續接受栽培；有些完成高

等教育，成為專業人士回饋社會，讓我倍感自豪和安慰。 

心繫校園 

  本園為家長提供多元化的平台，透過家校緊密合作，推行各項家長活動，如專

題講座、家長大使培訓課程、親子藝術活動、敬老活動和綠化校園活動等。我要感

謝家長的熱心支持和參與家長義工，彼此互相交流，分享育兒心得，協助學校推行

不同的活動，共同推展優質教育。 

工作團隊 

  在過去的三十載中，本園雖有教師流失和增添，但在教師們的努力創獻和教育的

成果下，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們來到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度過童年最美好的時光。我衷

心感謝全體教職員過去細心潤澤每顆幼苗，默默耕耘，讓幼苗健康成長。 

    現今香港教育不斷銳變革新，教師們需持續進修，面對各種挑戰。我慶幸遇上一

群對幼兒教育充滿熱誠和愛心的團隊，透過互相交流學習，探索不同的教學方法，達

至教學相長，讓每個孩子在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歡樂搖籃中愉快成長。 

情牽博愛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從「愛」出發，為兒童日後的發展提供一個優良的土壤，讓他

們在成長的路上，活出精彩和豐盛的生命。教育是一份細水長流、以愛「心」為本、

潛移默化的使命，在未來的幼教路途上，我們會繼續努力，為孩子盡心啟航，把教育

「工程」延續下去。 

校長感言 

林靄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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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畢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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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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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語 

  祝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生日快樂，三十周

年標誌着家長對學校的肯定，是一個值得紀念

的重要日子。時間匆匆過去，我在伊斯蘭博愛幼

稚園工作已第五個年頭，每天看見充滿活力的

小朋友，自己也感到年輕起來。 

  很多人認為老師是辛勤的的園丁，每天悉

心教導孩子，讓他們在愉快的校園生活中茁壯

成長，使整個校園都充滿歡樂。 

  校長是一個有魄力、有目標，而且身體力行

的領導者，在她的領導下，老師們都充滿熱誠、經常進修、互相觀課，期

望提高教學技巧，讓孩子愉快地學習；此外各同事相處融洽，大家在工作

上互相幫忙和提醒。 

  學校著重家校合作，家長經常參加親子教育講座，在一間「愛」與「關   

懷」的校園裏，孩子學會愛與被愛，期望這個優秀的教學團隊繼續努力不   

懈，為孩子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服務。 

林定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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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瞬間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邁進三十周年的教育里程

碑，回顧十多年的幼兒教育路上，感謝學校帶給我各種的經歷和美好的回憶，

雖然每天的教學工作充滿著挑戰及考驗，很慶幸和感恩有一批風雨同路的同

工們互相扶持。 

  雖然現在香港的幼教工作充滿著不少改革和挑戰，但我相信在林校長的

專業領導下，伊斯蘭博愛幼稚園能繼續為香港學前教育帶來更優質的教學服

務，讓一班可愛的小孩每天上學都懷著興奮的心情，積極學習，遇到困難能勇

敢面對，並能在我們學校的大家庭內，健康快樂地成長 。最後，祝

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快樂，在未來的日子能栽培更多的幼

兒，為社會作育英才。 

  今年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開校三十周年，本人在這裡工作已

經踏入四年，在此感謝學校在這數年間帶給我各種的經歷和美好的回

憶。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這裡是我畢業後第一所任職的學校，第一

年教導的小朋友現在都已經升上小學三年級了，第一次與他們站在舞

台上表演彷彿是昨天的事。我於這數年間曾經帶領兒童參與不同的比

賽和表演，每次比賽和表演後我們都有所成長，眼見他們於過程中不

斷克服困難，直至站到台上完整地演出，頓時覺得種種辛勞都是值得

的，雖然小朋友的幼稚園階段只有短短的三年，但這些寶貴的

經驗，日後定會成為他們成長的階梯。最後在此衷心祝賀伊斯

蘭博愛幼稚園踏入第三十個年頭，亦希望所有畢業生都能夠一

直勇敢邁步向前。 

  恭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邁進三十周年，祝學校生日快樂，桃李滿門。我

較早前曾因為身體不適，離開了校園，很感謝林校長讓我再次加入這個大家

庭，讓我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為幼兒教育出一分力。 

  幼兒教育的工作，實在不容易，但每天能跟小孩相處，看着他們天真的

笑臉，由不懂事變成懂事，慢慢地成長，心裏總是感到滿足及快樂；在家長

方面，我會以「朋友」來形容我們的關係，我們互相傾訴、互相欣賞，大家

相處愉快。 

  我會繼續努力，與時並進，學習不同的教學方法，設計有趣新穎的教學

活動，讓幼兒能真正從遊戲中學習，擁有愉快的童年。 

施梅芳老師 

胡俊然老師 

陳嘉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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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生日快樂！不經不覺我在這裡工作已經

十餘年了，眼看兒童一天天愉快地成長，口中朗朗有詞，確實是一份

歡欣及富成功感的工作。學校讓我接受不同的培訓課程和新嘗試，這

一切帶給我無限新鮮感及挑戰性，我榮幸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位充滿幹

勁、工作認真和重視老師的林校長，她認同每一位同事的能力，並給

予發揮所長的空間；令我從教學上有所改變，不斷學習新教學模式。 

  衷心感謝林校長用心引領，給予我在教學上的支持和鼓

勵，同時給予教師們充裕空間，讓我們發揮所長。讓幼兒在溫

馨及和諧的環境下成長，協助他們發展最大的潛能，自信地表

達自己，成為快樂的孩子。 

  恭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創校三十載，很開心有幸參與其中，

能一同見證學校多年來默默耕耘、用愛心栽培「幼苗」的成果！   

  這裡是我畢業後第一所任職的學校，轉眼間已踏入第四個

年頭，記得初加入博愛大家庭時，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感

恩有校長及一班同事的指導和支持，讓我獲益良多，不斷進步。此

外，那份看到孩子成長的滿足，與他們建立的真摰感情，都成為我

在教學工作上最大的動力。最後，衷心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繼續邁步向前，春風化雨! 

  轉眼間，已加入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接近一年。在教育的過

程中，我體會到老師的責任並不只是協助幼兒建構知識，更重

要的是培育幼兒建立良好的品格及正面的價值觀，讓孩子能積

極樂觀地面對人生大大小小的挑戰。  

  回想開學初期，孩子們剛升上高班，對於高班的學習生活

仍在適應和掌握當中；現在小朋友準備畢業了，他們在學習或

是與人相處等各方面均已有很大的進步，令我在教學過程中有

無比的快樂和滿足感。三年的學習生活不是很長，但卻很重

要，衷心祝願各位小朋友前程錦繡，在學習的路途上繼續努

力。 最後，祝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快樂！ 

鄧鈞儀老師 

鄧婉冰老師 

莫頴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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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我畢業後第一所任職的學校，不經不

覺工作已踏入第四個年頭，很開心可以加入博愛大家庭，陪伴兒

童共同學習，見證每一位兒童慢慢成長，真是十分高興！記得初

踏入這裡的時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和學習，雖然在教

學的路途上會遇到困難，幸好有一班好同事一起工作，分享經

驗，不斷使我進步，令我獲益良多。盼望在日後的日子繼續能陪

伴兒童一同成長和進步。 

  今年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創校三十周年的大日子，我在此

祝賀幼稚園生日快樂！ 

  祝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校慶快樂！感激學校能給

予機會讓我加入這個大家庭，成為低班孩子們的老師，每天能在

充滿歡笑聲中與一張張可愛的小臉蛋一起學習、遊戲及探索，在

這裡感受到孩子無限的創意。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小樹成為大樹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

幼兒教育甚為重要，要為未來打好根基，培育新一代人才。最後

在此衷心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邁步向前，繼續為培育未來大樹

作出貢獻。  

  祝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歩入 30周年的教育里程碑。幼稚園

是一個快樂的園地，孩子亦是上天賜給我們珍貴的禮物。我很

高興成為你們的老師，並見證着兒童的成長。每張天真的笑臉

和單純的心令我在教學工作上感到豐盛滿足，更是我工作的原

動力。 

  老師與家長均為孩子的童年付出和努力，我們亦以真誠的

態度、謙卑的心去欣賞及教育孩子，讓孩子的童年過得愉快、

豐盛及有意義。 

  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繼續邁步向前，學校、老師與家

長共同合力，用愛心繼續培育一顆顆的小樹苗。 

魏佩茹老師 

宋懿琳老師 

鄺秋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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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在青衣已屹立了三十個寒暑，涓涓不息的散

發著絲絲溫暖的陽光，照耀著一群又一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進入校

園。 

  幼稚園是小朋友成長的快樂源頭，從他們踏入校園那天是白紙

一張，直到他們畢業離開學校，這階段讓他們學懂了自我照顧的能

力、表達所思所想、各個知識範疇等等，從而踏進人生的另一歷程，

讓老師們對教育使命感悠然而生。 

  最後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生日快樂，繼往開來，發

揚教學新理念，讓小朋友在愉快學習環境下成長，成就下一個三十

五年、四十年……校慶大日子。 

  祝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開校三十周年校慶，我很幸運能夠

參與這個慶典。 

  不知不覺，我加入了這個大家庭差不多一年了。記得當初迎

接這一班幼班寶寶時，他們會大哭大鬧，不願與父母分離，有時

還會不肯上學呢！ 

  轉眼間，孩子現在每天早上都掛著燦爛的笑容與大家說早

晨，他們都十分喜歡上學。有家長對我說，原來小朋友在家中會

常常提起老師，更會記得老師說過的話，真的令我很感動，因

為他們都喜歡老師。這一切，都成為了我的鼓勵和力量，小朋

友: 「謝謝你們。」 

  歲月如梭，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屹立在青衣區已三十年了，這

三十年來她默默耕耘，悉心地把幼小的種子培養，為社會未來的

主人翁在學前教育上打好穩健的基礎。我在學校任教的日子雖

淺，但亦深深感受校長和各位同事的工作熱誠，他們對小朋友的

愛心和照顧是全心全意、無微不至的。 

  今年欣逢我校三十周年校慶，作為學校的一份子怎麽能不及

時送上祝福呢？謹在此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在未來的日子繼

往開來，校務發展蒸蒸日上！春風化雨！桃李滿門！為社會

發展培育出優秀的人才。  

黃佩蘭老師 

李淑儀老師 

陳麗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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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一名專職普通話教師，在本校任教

已有 8年多的時間。很感恩，多年來我收穫了很多很多……令我熱

愛這份工作。 

  首先是感謝，感謝多年來校長、主任們的關愛、信任、包容和

支持；同時也很感謝一起並肩工作的老師們協力配合和幫助。 

  其次是感動，多年來得到學生家長們的信任和支持。特別是收

到感謝信那一刻更令我很感動，覺得一切的付出和辛勞都是值得

的。 

  最後是感恩，感恩小朋友帶給我的開心和快樂：每當回校時便

聽到甜甜的問候：「林老師早上好！」、一個個天真可愛的笑容、

偶爾還會張開小小雙臂擁抱你.......，這已經令我充滿快樂，特別

是看著小朋友普通話一天天進步，能學以致用，令我更具信心和滿

足。在迎來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建校三十周年之際，本人祝願伊斯蘭

博愛幼稚園桃李滿天下，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再創另一個輝煌

的三十年！ 

  Time flies really fast. It’s been 11 years since I joined 

Islamic Pok Oi Kindergarten (IPOK). For the past years, I have 

witnessed the kindergarten’s dedication in providing better 

education; and warm and caring environment for its students. 

An open, cooperativ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par-

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sures balanced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We have continuously aim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a strong foundation focusing not only on the academic aspects 

but also with the life skills they need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We have constantly sought ways of improving our teaching 

skills to provide better learning for our student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and honour to be part of a team celebrating 30 

years of shaping the future generation. May we continue to be 

inspired in teaching little minds and touching little hearts. 

  Happy 30th Anniversary Islamic Pok Oi Kindergarten! Cheers 

to a brighter future! Congratulations!  

林滿珍老師 

Teacher Lo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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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社工，一直最著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來

到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短短數月，正如校名一樣，是一所

充滿愛的學校。校長親力親為地帶領團隊教育小朋友，

她熟悉每個小朋友和家長。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

餘，當家庭有需要，她會立即去幫忙，看到家長入院，

她會去醫院探望，看到家長睡得不好，她買了一

樽芝麻醬送給對方，因為明白失眠的辛苦，希望

對自己有效的方法也能幫到家長。這是一個內

心有愛和熱情的領導者。 

  老師在課堂期間悉心教導小朋友，忙碌的教學工作後，留到很晚去預備

不同的教材，為的是希望小朋友能多接觸不同的事物。當學生家庭有需要時，

他們下班回家後也與家長電聯，提供即時情緒支援。老師十分了解小朋友的

特性和家庭情況，因此與他們的合作過程中，能夠有多方面的交流，令我在

短時間內掌握家庭背景，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民以食為天，均衡飲食對小朋友發展尤其重要，工友姐姐的廚藝真是「超

班」，每日為小朋友煮出營養豐富的美食，我在駐校的日子也吃一大碗飯!校

園的良好衛生也是源於他們的辛勤工作。 

  最近常與家長分享如何在家中締造優質成長環境培育小朋友，這所校園

正正可以提供豐沃的土壤給我們的小朋友和家長，給予每個家庭足夠的養份

開出美麗的花朵。 

盧慧嫻駐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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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永儀 李月珍 張錦招  

職工 

恭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 

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感恩每天在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時間，都是豐富

的、充實的。能見證孩子的成長是快樂的，並能和孩子

一起在學校跑跑跳跳、學習新知識，更重要的是每天都

能哈哈大笑！盼望在往後的日子，大家能同心協力陪伴

每位小朋友愉快成長。 

  不經不覺，我加入了伊斯蘭博愛幼稚園這個大家

庭擔任書記快大半年，可能大家都覺得文職工作比

較沉悶、枯燥，但幸好身在幼稚園工作，每當感到疲

累，便到課室外走走，兒童天真爛漫的笑聲、活潑可

愛的俏臉充斥着整個校園，使我精神抖擻，更加努力

工作，感恩能成為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一份子，希望

未來能繼續為大家服務。  鄭美芳書記 

古麗莎助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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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第一屆畢業生譚嘉盈。轉眼間伊斯蘭博

愛幼稚園已經建校 30 周年了，這是我幼兒的啟蒙學

校。她教導我知識、尊師重道、有禮、懂得博愛孝賢，

所以我毫不猶豫亦選擇了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作為我

兒子的啟蒙學校。 

因為我體驗到學校從校長、主任、老師及姐姐們盡心

盡責，辛勤的付出，使學校有一個安全，舒適及清潔

的環境，讓小朋友在身心都得到健康快樂的成長，亦

使我們作為家長都很安心放心。 

在此衷心感謝學校各位師長，亦祝伊斯蘭博愛幼稚

園這棵大樹開出更多美麗健康的果實。  

第一屆畢業生 譚嘉盈 

就讀生 WK2A 李晉杰家長 

恭祝母校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生日快樂！ 

我是第四屆的畢業生陳斯敏，我記得小時候在伊斯蘭博愛幼

稚園愉快地學習及成長，林校長每日都面帶笑容地在幼稚園

門口迎接小朋友們上學，以及當她見到小朋友們有需要改善

的地方她會細心地教導他們，看得出她十分重視及愛疼小朋

友們。在課堂時，主任們及老師們會有耐性地教導及細心地

照顧小朋友，利用不同方法、方式及用心製作的教材去吸引

小朋友開心地學習，我還記得幼稚園不時都會有不同的學習

活動舉辦，每一個活動我都很喜歡，因為這些活動都是由林

校長，主任們及老師們用心地為小朋友們悉心地安排的。 

直到現在，這美好的幼稚園生活，我依然歷歷在目。我很愛

這間幼稚園因爲裹面有我最愛的林校長，主任們及老師們。 

我有兩位子女，他們都是在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畢業，他們都跟我一樣

有一個開心愉快的校園生活。我想藉此機會多謝你們。 

林校長，各位主任們及老師們。你們要加油，繼續將你們對小朋友的

愛延續下去.....  

第四屆畢業生 陳斯敏 

校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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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母校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30 周年快樂！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母校已經 30 歲生日了。回

想起 20 周年時，我十分榮幸可以為母校表演，只

不過像幾年前的事現在已經 30 周年，不得不驚嘆

時光飛逝的速度。雖然在校就讀已是多年前的事，

但仍然對上學時的點滴歷歷在目,尤其是當時上

體育課需要到外面的運動場，我記得我會搶三輪

車踏到外面，刺激有趣。30 周年並不容易，感謝母

校多年屹立不倒培養多位兒童，奠定成長的基石。

再次恭賀母校 30 周年快樂，桃李滿門！  
第四屆畢業生 鄺芷蕙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我人生中第一所學

校，學校由零開始不斷教導我們，從生活細節到讀書

識字，令我們一步一步學懂如何照顧自己如何認字

寫詞，不知不覺學校已經踏入 30 周年，很高興學校

這麼多年一直努力不懈地教育下一代，亦很高興我

女兒可以在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中開心地學習成長，

很希望學校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為下一代打好基礎，

教育更多更多的下一代，讓更多人認識伊斯蘭博愛

幼稚園。  
第四屆畢業生 潘惠儀

就讀生 K3A 劉沛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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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 是人生第一個學習的重要階

段。雖然只有 3 年的時間，但此階段的回憶足

以令一輩子都記得起。如今自己距離這個第一

個學習階段已相隔 20 多年，但當初校長、主任

和各老師的關愛仍銘記於心。3 年前，兒子也

踏入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學習階段，我也替他選

擇了這所陪他媽媽成長的幼稚園。適逢兒子今

年 K3畢業，也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的 30周年，

更令兒子第一個畢業禮別具意義,亦希望兒子

長大後會記得在幼稚園生活的 3 年快樂時光。在此恭賀伊

斯蘭博愛幼稚園邁向 30 周年。 

首先要恭喜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作育英才三十周年! 

我係呢間學校嘅舊生，依家係呢度嘅學生家長……好

榮幸獲邀請喺呢個重要時刻寫心聲。 

冇記錯我應該係開校嗰一年嘅學生(已出賣自己了)，

轉眼間，當年嘅我已經長大，再返嚟已經係一個家長身

份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嚟返學!熟悉嘅地點，熟悉嘅班

房，熟悉嘅味道，有好多記憶同回憶……仲記得當日我

帶住個仔到學校見到林校長嘅時候，校長竟然認得我，

仲記得我叫咩名，算一算，我離開左咁多年，之後有過

無數學生， 但校長仍然記得佢所教過見過嘅小朋友，

我真係好驚訝好開心。 

校舍唔算大，不過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唱遊室、體能

室、攀石牆、圖書角，就算全日班嘅小朋友都可以開心

咁過每一日。 

三十年並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多謝林校長，曾經任教同現在任教嘅主任、

老師、書記，知道你地好用心去教導照顧小朋友，放學後要整理功課、教

材，亦會開辦好多元化嘅活動，令小朋友好期待返學。我覺得可以喺度讀

書係一件幸福嘅事~ 

最後，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繼續提供一個俾幼兒享受美好回憶嘅幼稚

園，教導出更多有自信同樂天嘅小朋友。  

第四屆畢業生 洪綺莉 

就讀生 WK2A 林熙如家長 

第四屆畢業生 黃珮珍 

就讀生 WK3A 莊卓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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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轉眼已畢業了二十餘年。伊斯蘭博

愛幼稚園是一個温馨愉快的大家庭，學校的裝潢沒

什變化，給我一樣很親切的感覺，記得以前參加學

校的舞蹈班，還有幸代表學校比賽和表演。學校亦

不時舉辦不同類型的節日活動，如搓湯圓、親子運

動會，讓學生能享受校園生活，這一切都讓我印象

深刻，趁著三十周年校慶，我想在此送上我衷心的

祝福。                                                                              

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桃李滿門，希望同學們都會喜

愛老師、喜愛學校，以作為本校的學生為榮。 

第五屆畢業生 方伊蘭 

       直到今天，幼稚園的生活點滴仍會不時於腦海中浮

現。記得老師帶領著大家唱遊，說故事……一年一度的

旅行及運動日更是印象深刻，小小年紀便會和同學交換

食物，互相合作,還有參觀郵政局、消防局、交通安全公

園等，親身體會書本外的知識,對學習事半功倍。剛為人

妻的我，十分感謝母校的悉心培育，除了授予基本知識

外，各種不同的活動使我擴闊視野，學會更多。再次感

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校長、老師及工友，謝謝您們的耐

心,親切友善的教導和照顧！已投身社會工作的我將繼

續努力，發揮所長，貢獻社會，服務大眾，發揚博愛精

神。衷心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春風化雨，桃李滿門。   

第五屆畢業生 莊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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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我人生的起步，也是我成長的

根基。即使我已經從幼稚園畢業多年了，但每次返回幼稚園的

時候都會勾起我不少回憶，因為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見證着

我的成長。我在幼稚園中度過了三年美好燦爛的時光。校長和

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及無微不至的照顧，讓年幼的我可以在一

個充滿愛和温暖的校園中盡情探索、快樂地邁出每一步。我感

激校長和老師們給予我的愛和教導，在幼稚園中度過的時光

是我童年中一段最美麗難忘的回憶。今天的我已經擺脫了昔

日的稚氣，但我對校長和老師的教導之恩依然銘記於心，伊斯

蘭博愛幼稚園依舊是我美好的故鄉。最後，在此謹祝伊斯蘭博

愛幼稚園創校 30周年快樂!  

第八屆畢業生 黃康其 

「MTR，MTR，從荃灣去到柴灣⋯⋯」這是其中一首我在幼稚園學習的歌，

縱使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但是這首歌至今仍然不時在我的腦海中迴響。

現在，這首歌的內容已不再正確，因為時至今日，地鐵已發展成一套非

常完善的交通網絡，幾乎覆蓋整個香港，成為香港人主要的交通工具。

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我亦從一個天真無邪的小朋友變成一個到社會打

拼的成年人。時間的確能令很多東西改變甚至磨滅，但慶幸的是，我在

幼稚園的記憶及感受並沒有被時間無情地沖走。我記得的並不是老師

們教導我在課本上的知識，又或是他們在課堂上的教導，讓我深刻的是

他們對學生們充滿愛與耐心的教導，為我們打下堅實的基礎、強壯的心

靈，這一點比任何課本上的知識來得珍貴及有價值。記得有一次，我和

另一位同學被叫進校長室，這是因為功課字體寫得漂亮的學生都能

拿一份小禮物，但是當我從校長手上接過禮物後，她首先稱讚我的

表現，但是同時也告訴我，那份功課的字體比上一次的難看，當時年幼的我，並沒有好好了解

校長的用意，我只是心裡覺得不好受。但是，隨著人的成長、生命多了歷練，這個經驗對我來

說是極富價值的一課，因為我學會了真正的勝利不是打倒別人，而是打倒昨日的自己。我感激

當年校長教會了我每次做事要力求進步的態度，因為長大以後，我們都不會再有老師或任何人

能幫助我們作出任何的決定或選擇，我們都是直接為自己的人生負責，我感激當我還是一張白

紙的時候，老師們早已把如何過好人生的良方寫在我的心上，我想，這就是教育的目的－「以

生命影響生命」，他們做到了，即使他們覺得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但是，能足以影響一人的

生命已是一件十分偉大的事。最後，祝願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30 周年快樂！繼續肩負為社會作

育英才的使命，為更多的生命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第十六屆畢業生 黃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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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胡愷敏家長，她於 2010 年畢業於母校， 現

就讀拔萃女書院中二，她特別喜歡彈鋼琴，現在是演

奏級。謝謝女兒在幼稚園教導她的校長和老師,還記

得當初女兒就讀幼稚園時，放學回到家中，她告訴我

學校的老師彈鋼琴份外動聽，下定決心要學鋼琴，於

是第二天我就替她報名學鋼琴，再次謝謝老師啟發

女兒對音樂的熱誠和興趣。                                                                                                                 

  最後，祝母校以後發展前程似錦，莘莘學子，繼

續作育英才，培育更多社會棟樑。  

第二十二屆畢業生  

胡愷敏家長  

第二十一屆畢業生 

Haji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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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間過得真快，現在俊

昇也是中學二年級了！ 記得當年入讀幼兒班時，對學

校環境雖然陌生，但老師的和善親切，令俊昇很快便投

入校園生活！老師們都很用心教導他，讓他擁有快樂的

童年。在那三年裏，我看見兒子慢慢的改變及進步；從

害羞的性格，到現在願意主動幫助別人，我感到很高興。

林校長、施老師、各位老師和嬸嬸，多謝你們用心的教

導和付出。相信孩子們會永遠記掛這裏一切的美好！ 

  最後, 祝 林校長、林主任、各位老師和嬸嬸工作愉

快！校譽昌隆！  

第二十三屆畢業生 

梁俊昇家長 

  時間總是匆匆地逝去，轉眼間小女已離開伊斯蘭博愛幼

稚園七年了。今年是伊斯蘭博愛幼稚園三十周年校慶，孕育了

不少學生，而我家小女亦是其中一位。每當我乘車經過幼稚園

總會憶起當時女兒在校園時的點點滴滴。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一間令我們感覺充滿陽光、活力和愛心

滿園的幼稚園，校長每天面帶親切的笑容在學校大門迎接每位學

生，又經常跟孩子家長聊聊他們的近況。無微不至的照顧，為我們帶來歸屬感和感到無比快樂，

我女兒甚至連假日也想着要回學校呢！校內的老師除教導書本基本的知識外，還舉辦了不少有

益身心的親子活動，不但能培養學生不同的領導能力，還培養學生以及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教育是成長的磐石，感謝老師們過往循循善誘的教導，讓小女獲益良多。希望伊斯蘭博愛幼稚

園秉持一向的教育信念，繼續為孩子打造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 

 

 

 

第二十四屆畢業生 

蔡伊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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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恭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30 周年之喜！我和孩子

都很想念你們呀！很懷念當年在幼稚園的生活點滴,想念

你們對孩子的照顧，想念你們對孩子的愛。辛苦你們在我帶

孩子最艱辛的時候，為我們家長分擔了大部份時間。和老師

密切溝通下，可以令我放心小朋友在校的生活。有時候孩子

在家中的不良習慣，也要麻煩老師在校內跟進。說出來也有

點不好意思，卻帶上無限感激。 

  有些時候跟老師們閒聊，發現做幼稚園老師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工作。畢業後，曾在巴士站遇見其中一位老

師 ，生病中的她，也帶著幼稚園的文件，回家繼續努力

工作。對教育沒有熱誠 ，根本無法支持下去。你們對小朋友的愛，他們會記在心中。請你們

繼續努力！為學校、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小朋友！祝你們各位身體健康！  

第二十四屆、第二十九屆畢業生 

李泳恩、李泳謠家長 

   轉眼女兒美欣畢業快 5年了，雖然已經離校，之

後 4年的畢業禮慶典，美欣每次都渴望回校，當了 3年

小義工。女兒對母校如此眷念，當然離不開校長、老師

和校工們 3年細心的關顧，愉快的學習生活。記得畢業

當年，丈夫因急病在月內便離世，校長連同一衆老師們

對我和美欣的一切一切......點滴在心頭。更難得連

校車的姨姨，也如此有情有義，衆人所贈之勉勵卡，

至今仍然在書櫃內珍藏。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30 周

年生日快樂！  

第二十六屆畢業生曾美欣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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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轉眼間創校已 30周年。 

  我兩個小孩已畢業了幾年，但他們一談及伊斯蘭博

愛幼稚園，嘴角上都不其然地流露出喜悅的笑容。作為媽

媽的我，看到他們這樣懷緬在幼稚園的生活，我就知道我

當年為他們千挑萬選的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是正確的。感

謝幼稚園經常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家長育兒講座等，又

組織家長義工團隊，我們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不但能了

解子女在校學習的情況，亦學習到不少的知識，亦結識了

一班家長朋友。校長對教育很有熱誠，有承擔及富責任感，事事以

兒童為中心。老師們對小朋友很關愛和耐性。伊斯蘭博愛幼稚園能

在本區屹立 30年，作育英才，真是實致名歸的區內隱世名校。  

第二十六屆、第二十九屆畢業生 

劉丞浩、劉曉鍶家長 

   林校長，各位老師，各位仝工，各位家長，各位

校友，各位同學大家好！小女於2011-14學年於伊斯蘭

博愛幼稚園就讀！現已是小四學生了，感謝幼稚園老

師們對小孩們的悉心教導，打穩根基，引發學習興趣，

以致現在仍是多發問、愛探索、愛思考的小學生！ 

  幼稚園亦啟發了我們如何與小朋友相處，亦因而

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互相鼓勵，至今仍是好

朋友，深信將來也是好世交！衷心祝賀幼稚園 30 周

年校慶快樂，桃李滿門，更邁向 40，50……年，祝願林

校長，各位老師仝工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第二十七屆畢業生李咏珈家長 

61 



 

 

  恭喜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已邁進 30周年，轉眼間明

峻已經離開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差不多兩年了。回想起明

峻幼稚園那段快樂的日子，確實過得有點快。每天早上

學生進校時，師長們都站在門口迎接，那些親切的笑容

和簡單的問安，這都是我們家長每天都能見証到的。學

校還不時舉辦各樣的活動，例如親子閱讀日、親子旅行、

校外舞蹈比賽和探訪長者等，都使孩子能夠得到均衡的

發展。參加這些活動後，我可以進一步認識學校的老師，加深對各

師生之間的了解。希望伊斯蘭博愛幼稚園繼續培育出有品格又熱愛

生命的下一代。再次謝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工友。  

第二十九屆畢業生廖明峻家長 

  恭賀伊斯蘭博愛幼稚園在長安邨已踏入第 30年頭，

相信貴校在邨內深得各家長和街坊支持，聲名遠播。每位

家長讓孩兒入讀，相信大部分都是由鄰居、現讀生家長介

紹而選擇入讀，而我為小兒當年報讀，背後是有一個故

事…… 

  大女並非本校的畢業生,在 2009 年入讀較進取的學

校升讀小一，入讀後除了成績強差人意外,性格亦變得沉

默。2012年欲為大女轉校，當時在鄰居牽引下,讓我認

識林校長。她了解女兒情況後，還幫女兒找到合適小學

轉校。好感恩小女在轉校後慢慢變得樂天，有自信，還在藝術方面尋找到自己興趣。感激

林校長對教育的熱誠，對每個小孩都願意不離不棄，無私奉獻。這點我深信，未必個個能

夠做到，但確實林校長決定正正改寫了女兒的命途。營運一間幼稚園，背後的努力必然有

很多艱辛的路,不為人知的辛苦，林校長領導功不可沒，當然還有主任、老師和嬸嬸的配

合才能成功,所以我都很感恩，讓小兒有機會在貴校讀書。多謝每位老師所教的知識，花

的心機，教的禮儀，我都能夠在小兒身上找得到。而我十分喜歡貴校活動教學，有較多校

外活動讓孩子參與，讓他們了解更多書本外的知識。老師更不厭其煩，數月便舉行家長會，

讓我們知道孩子在校情況。再次衷心多謝你們，對學生們的付出。 

  最後，我恭祝伊斯蘭博愛幼稚園桃李滿門。 

第二十八屆畢業生趙皓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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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畢業生 Ahmed Ali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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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我們愛伊斯蘭，為人類爭和平， 

努力奮鬥，共謀幸福，向前邁進， 

我們愛伊斯蘭，貫徹真主的精神， 

堅持真理，充實學問，捨己為人， 

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伊斯蘭， 

努力奮鬥爭取和平， 

作個主所喜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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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 

司徒亮 校監 

 

總編輯 

林靄嬋 校長 

委員會 

林定美 主任  

施梅芳 老師  

陳嘉慧 老師 

胡俊然 老師 

鄧婉冰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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