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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夠以畢業生家長身份為劍鳴幼稚園寫上
家長心聲，十分有意義。我兩位孩子有幸在劍鳴這
塊好土孕育成長，再分別到其他小學發芽、開花，
現在他們已經是小學三年級及一年級生了。

我很欣賞劍鳴為學生們提供兩文三語的語境，老師
們循循善誘地教導學生要守規則，學習之餘亦提供
數之不盡的教學活動，可感受到學校背後所付出的
努力。

最後我祝願劍鳴幼稚園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女兒戴嘉芊（我們暱稱她叫 Gaga)離開劍鳴幼稚園
已經有兩個年頭。回想起她在劍鳴歡樂的四年，還
是歷歷在目！ Gaga 性格有些內向，不太主動對人。
經過劍鳴四年的洗禮，我們都感覺到她的巨大轉變，
比較樂意主動去結交朋友！一項較為有趣的資料，
Gaga 和兩位表弟都是同月同日生日，秉承傳統，
他們也是依次在劍鳴畢業和就讀，而大表弟是上一
屆畢業生，細表弟是今屆畢業生！

非常感恩十七年前女兒能夠入讀劍鳴幼稚園！在這
四年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中，女兒不但得到老師們
悉心教導，更重要的是透過參加學校多元化活動，
培養出開心自信的特質。女兒能從劍鳴的搖籃到今
天就讀心儀大學，劍鳴的啟蒙教育實在功不可沒！
在此祝賀母校，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廿載歷程，
人才輩出！

今年五月二日懷著歡欣的心情，拖著天真活潑的孫
兒重踏劍鳴的大家庭註冊入讀 N1班。到達校門，
孫兒興奮地叫嚷：「姑姐學校，姑姐學校。」

二十年前的畫面頓時重現眼前，猶記得當時懷著忐
忑的心情，拖著乖巧的女兒參觀學校。對校舍的記
憶或許依稀，但陳仲勉校監伉儷對教學的熱誠及崇
高理念至今依然印象深刻，正正能確切感受到「家
校一心」，我決定替女兒轉校報讀劍鳴 K3班。

短短一年時間，女兒無論在發展潛能，建立自信和
待人接物各方面獲益良多，給予她成長路途上最結
實的奠基石，讓她畢生受益。

我們的孩子：孔祥禮 (2017 年畢業生 )
　　　　　　孔祥謙 (2019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戴嘉芊 (2018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馬芷晴 (2006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劉淑瑜 (2001 年畢業生 )

歷屆畢業生

家長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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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三個兒子均畢業於劍鳴幼稚園，現在已往英
國升學了。我們十分欣賞劍鳴的教學模式，除著重
「德智體群美」外，還培養學生把學習視為一種樂
趣，這些元素對於小孩的成長是不可或缺的。回想
過去他們就讀喇沙小學及書院甚至現在在英國寄宿
中學，都一直在樂觀和自信的氛圍下授學，我們感
謝劍鳴幼稚園給予他們一個穩健的成長基礎。

認識已故陳仲勉校監和陳師母已廿載，結緣之地就
在劍鳴幼稚園，我有三個兒女，李皓揚、李禧揚和
李晴，全部都在劍鳴幼稚園畢業，大兒子李皓揚更
是劍鳴幼稚園第一屆畢業生，現在他們已長大成人，
劍鳴給我三個子女有一個非常愉快的幼兒生活及良
好的學習環境，在劍鳴眾位老師悉心教導下，使他
們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及養成優良的學習態度，這
也是對他們日後成長有著深厚的影響。

今年是劍鳴幼稚園 20周年，我和我一家藉此機會再
次多謝劍鳴所有老師及工作人員，他們對教學的經
驗和熱誠，培育了不少人才。我們祝願劍鳴幼稚園，
桃李滿們。

劍鳴幼稚園是一個充滿愛與樂的校園，仍然記得當
銘喆踏入劍鳴這個大家庭的時候，每天都帶著興奮
的心情上學，回家後仍喋喋不休分享校園的趣事，
老師們有愛心和耐性，悉心教導並鼓勵幼兒表達和
思考，激發他們的潛能，培育他們社交能力和自信
心，還有校工姨姨們無微不至貼心的照顧，至今仍
深深留在腦海中。

今天已是小五學生的銘喆，感恩小兒人生中能遇上
朱校長和各位老師，令他在幼兒時已建立良好的根
基，還給他留下了很多快樂的童年回憶。

小女黃巧瓏是N1到K3的學生，四年的學校生活裏，
巧瓏從膽怯害羞，到成為充滿自信，勇於嘗試的孩
子，親切友善的學校生活令孩子們熱愛學習，充滿
探索精神，播下優良的小種子，慢慢發芽，受益匪
淺，更成功考到心儀的小學！

劍鳴精神一絲不苟，課程安排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
更多是生活上的見識和體驗！小到一個簡單的裝
飾，也會讓孩子們會心微笑，享受每一個學習時刻！

愉快有趣味的學習生活，也重視培育孩子們優良、
獨一無二的校風，也是我們喜歡劍鳴的原因！

我們的孩子：梁志亨 (2007 年畢業生 )
　　　　　　梁志希 (2008 年畢業生 )
　　　　　　梁志琨 (2011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李皓揚 (2001 年畢業生 )
　　　　　　李禧揚 (2004 年畢業生 )
　　　　　　李　晴 (2006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胡銘喆 (2015 年畢業生 )

我們的孩子：黃巧瓏 (2019 年畢業生 )
　　　　　　黃正瓏 ( 現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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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08年劍鳴幼稚園畢業，現就讀於英國的
寄宿中學。我不時回想這首間母校，她寬敞的
校園、專業的師長和恰當的教學程度令我可以
在無壓力及專心的情況下學習，結果順利銜接
升上喇沙小學。我感謝母校給我一個開心學習
的童年回憶。

Twenty years ago, two retired but not ready-to-retire teachers understood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to teach us rather how to think, than what to think. Thus, with 
determination, passion and resilience, Mr. and Mrs. Chan set out on a treasure 
hunt and started Keen Mind Kindergarten. Year after year, their pupils jointed them 
on this journey, and came away with invaluable treasures. 

To all Keen Mind Children, I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this treasure hunt, and to 
take what Keen Mind has given you to discover new adventures in learning and 
more ahead. With a keen mind, every day can become a treasure hunt as you 
seek out new wonders – and one day, you will be surprised how a keen mind can 
take you anywhere, transform you into anything, and help you achieve everything 
you dream. This is truly a treasure beyond comparison.

Education -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any controversies prevailing in today's world. 
Almost everyone hold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given its significance. Yet, if I were to 
quote one lesson from Keen Mind that I have always held true to my heart, it would 
be about "passion".

As children, we were encouraged to pick up a diversity of interests back then as 
well, from penmanship to singing to drama, you name it. "Loving what you do" was 
what I was taught back then. 

My heartfelt gratitude goes to Mr. and Mrs. Chan who have alway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me with their unceasing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towards education, 
the teachers who showered me with abundant patience and affection and all the 
staff who created and advanced this place of wonder with devotion over time. 

I still could not believe it's been two decades since I have graduated from Keen Mind - a place that makes 
me smile and stirs up a flush of warmth in me at all times. Indeed, Keen Mind being a mind keen to learn, 
keen to live and keen to bring forward impacts that better the world.

Throwback to my time at Keen Mind, I am very grateful for all the opportunities 
we got to showcase our talents not only in school Christmas card decorations, but 
also in different speech competitions. Their supportiveness had unquestionably 
strengthened my confidence and allowed me to shine in different areas. Other than 
developing our potentials, be considerate to one another is prioritized at Keen Mind 
which I have been embracing since then. Coming up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despite 
this unprecedented time, I hope graduates will never forget to practice kindness in 
their future and curren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most of it next year.

梁志希
(2008 年畢業生 )

李皓揚
(2001 年畢業生 )

劉淑瑜
(2001 年畢業生 )

馬芷晴
 (2006 年畢業生 ) 

歷屆
畢業生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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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花絮

大家中秋節快樂！

Aim for the little black monsters! 聖誕老人與園生一起又唱又跳，
共渡一個愉快的聖誕慶祝會！

 找一找，從遊戲中加深認識中國國旗。

中秋節賞燈會 國慶節

Happy Halloween 聖誕節

華服日暨校內行花市

把球滾下去，看看能否入洞！
參與不同的攤位遊戲，真好玩。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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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高班小腳板遊香港
九龍塘消防局

九龍寨城公園

香港房屋委員會展覽中心

香港動植物公園

認識不同的中國古舊建築。

認識香港公共房屋的起源、發展及現狀 。

認識動物及公園不同的設施和特色。

認識消防員的工作及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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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高班小腳板遊香港

幼低班小腳板遊香港

秀茂坪交通安全城

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陽光笑容小樂園

認識各種道路設施及遵守安全的知識。

認識不同年代的岩石標本。

認識正確的護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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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課措施

外聘清潔公司消毒校園設施

清洗及消毒校內地毯。

清洗及消毒戶外操場範圍。

校園範圍噴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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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好幫手

校方於所有幼兒活動範圍添置納米
離子殺菌空氣清新機，有助抑制病
毒及細菌，以保障園生的健康。

校方購備面罩供園生於上課期間使用。

納米離子殺菌空氣清新機

防護面罩

此系統提供高精準非接觸式體 驗測，實時
快速篩查入園人士及園生，體 是否正常。 

添置噴霧消毒槍，使用可無害性噴霧消毒校園範圍。

智能熱感探測體 系統

消毒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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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韻律健康操
幼高班

幼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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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預備班

幼兒園音樂韻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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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的作品均設計非常精美漂亮，真的了不起。

親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 得獎名單 )
榮譽

Honours
優良
Merit

良好
Proficiency

上午預備班 A 伍逴謠
Ng Giselle Cheuk Yiu

曾榿滺
Serena Tsang

鄭心瑜
Cheng Sum Yu

上午預備班 B 黃韻莉
Wong Wan Lei Serena

李梓聰
Li Tsz Chung

梁司諾
Leung Sze Nok

上午預備班 C 羅耀信
Law Yiu Shun

羅君皓
Law Kwan Ho
羅映喬

Law Ying Kiu

鍾翊朗
Chung Gareth Yik 

Long

上午幼兒班 A 黃正瓏
Wong Ching Loong

林泓睿
Sheldon Lam

郭 綸
Kwok Kai Lun Natan

上午幼兒班 B 陳靖滔
Jasper Chan

劉鈺淇
Lau Yuk Ki

陳銳峰
Chan Yui Fung

上午幼兒班 C 鄺雋軒
Kuang Chun Hin

李鎧彤
Li Hoi Tung

楊頌一
Yeung Jung Yat

Int’l Lower 
Class A a.m.

黃允瑋
Wong Wan Wai

陳奕辰
Shawn Chan

蔡汶汐
Choi Man Jik

Int’l Lower 
Class B a.m.

蔡曉瑜
Choi Hiu Yu

余文彤
Yu Man Tung

潘諾堯
Poon Lok Yiu Ethan

Int’l Lower 
Class C a.m.

連倬綸
Lin Cheuk Lun

譚復禮
Tam Fuk Lai Theodore

曹子喬
Cho Tsz Kiu

Int’l Upper 
Class A a.m.

謝幸言
Tse Hang Yin Alvina

林境麒
Lam King Ki

朱灝軒
Chu Ho Hin

Int’l Upper 
Class B a.m.

鄧靖霖
Tang Ching Lam Breonna  

李鎧淳
Li Hoi Shun

蘇泳言
So Wing Yin

Int’l Upper 
Class C a.m.

張淽喬
Cheung Tsz Kiu

鄭倬洢
Cheng Cheuk Yi

譚思博
Tam Sze Bok

榮譽
Honours

優良
Merit

良好
Proficiency

下午預備班 A 葉安橋
Yip On Kiu

侯伊庭
Hau Yi Ting

霍希娜
Fok Hei Na

下午預備班 B 梁儒風
Leung Yu Fung Raphael

李芯瑜
Li Sum Yu

麥明生
Mason Mak

下午預備班 C 袁卓峰
Yuen Cheuk Fung Lucas

余純因
Yee Shun Yan Belle

劉珮璇
Lau Pui Shuen Luann

下午幼兒班 A 王子翹
Wong Chee Kiu Boaz

周榆知
Chau Yu Ji

龔樂然
Kung Lok Yin

下午幼兒班 B 葉澍濤
Yap Shu To Kaleo

歐施貝
Au Sze Pui Bella

何佑軒
Ho Yau Hin

下午幼兒班 C 鄧綽謙
Tang Cheuk Him Lucas

黃悅沂
Wong Yuet Yee Gracelyn

阮思瑜
Yuen Si Yu

Int’l Lower 
Class A p.m.

劉定一
Lau Ting Yat Jonathan

梁肇洋
Leung Siu Yeung Lester

李暟臻
Li Hoi Chun

Int’l Lower 
Class B p.m.

鍾天承
Chung Tin Shing Jadon

朱倬男
Karsa Chue

蔣雲博
Tseung Wan Pok

Int’l Lower 
Class C p.m.

劉元昊
Lau Yuen Ho

羅君翹
Law Damian Kwan Kiu

陳韻婷
Chan Wan Ting Tiffany

Int’l Upper 
Class A p.m.

盧芊悠
Lo Chin Yau Ellie

周立賢
Chow Lap Yin Jayden

陳詩蓓
Chan Sze Pui

Int’l Upper 
Class B p.m.

李沚洋
Li Tsz Yeung Lucas

奚靜昕
Xi Ching Yan

容朗翹
Yung Long Kiu

Int’l Upper 
Class C p.m.

鄭藴暚
Cheng Wan Yiu

黎施呈
Lai Sir Ching Hayden

李穎藍
Li Wing Nam Emma

親子聖誕咭設計比賽 ( 得獎作品展覽 )

榮譽 Honours

 優良 Merit 良好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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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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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之星 2020-2021

9 月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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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青少年兒童音樂大獎賽
2020
弦樂組大提琴
季軍 - 李沚洋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2020
幼稚園組 - 大提琴
銀獎 - 李沚洋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2020
幼稚園組 - 聲樂
金獎 - 李沚洋

2020 全港兒童才藝網上比賽
( 第三季 )
唱歌
亞軍 - 李沚洋

2020 全港兒童才藝網上比賽
( 第三季 )
樂器 ( 大提琴 )
季軍 - 李沚洋

2020 全港兒童梵谷挑戰藝術
大賽
幼稚園 B 組
銀獎 - 彭日晴

2020 全港兒童梵谷挑戰藝術
大賽
幼稚園 B 組
季軍 - 彭日朗

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9
( 英粵普 ) 挑戰盃
K2 粵語新詩
季軍 - 彭日朗

第十六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英語新詩獨誦 -K1 組
金獎 - 連睿康

第六十三屆全港學術比賽牛頓
數學精英挑戰盃
幼兒高班 - 中文
冠軍 - 容朗翹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
幼童組 - 主題：復活節
銀獎 - 李鎧淳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1 普通話兒歌組
金獎 - 朱倬男

第三十九屆 GAPSK 全港
普通話朗誦比賽
K1/ 幼稚園組：兒歌獨誦
亞軍 - 朱倬男

長頸鹿藝術發展中心漢堡包 
兒童填色比賽
2-4 歲組
金獎及季軍
季軍 - 蔡曉瑜

第三十七屆 GAPSK 全港
普通話朗誦比賽
K2/ 幼稚園組 : 兒歌獨誦
卓越 - 張淽喬

2020 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
節新春繪畫比賽
幼兒 A 組 - 兒童畫
優異 - 張淽喬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2 普通話兒歌組
銅獎 - 劉卓穎

第十二屆全港少兒繪畫、書法
及攝影比賽
3 歲組 - 西洋畫
亞軍 - 曹子喬

童心敬長輩心意卡設計比賽
最溫馨創意獎 - 曹子喬

第九屆中文認字挑戰盃
幼稚園 K1 組 粵語組
優良 - 曹子喬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中級
卓越一級 - 陳思睿

第六屆 KPCC 朗誦比賽
K2 組普通話獨誦
亞軍 - 林蔚心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2 普通話講故事組
銀獎 - 林蔚心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2 普通話兒歌組
銀獎 - 謝幸言

2020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K2
冠軍 - 謝幸言

第六屆普兒傳藝朗誦比賽
幼稚園 K2 組普通話兒歌獨誦
優異 - 謝幸言

2020 全港親子 / 兒童才藝大賽
冠軍 - 葉曉旻

全港青少兒繪畫及攝影比賽
2020
銀獎 - 張淽喬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初級
卓越一級 - 連倬綸

KPCC 兒童普通話第十四屆
詩歌及散文朗誦評賞
進階組
一等榮譽 - 戴愷彤

KPCC 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
中級
卓越 - 戴愷彤

KPCC 兒童普通話第十五屆
詩歌及散文朗誦評賞
中級組
二等榮譽 - 戴愷進

KPCC 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
中級
卓越 - 戴愷進

2019-2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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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香港數學挑戰賽
亞軍 - 李浚軒

2020 亞太區兒童繪畫大賽
季軍 - 李浚軒

「雅士盃」2020 全港兒童
朗誦大賽
粵語組別
殿軍 - 李浚軒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幼稚園組 ( 初級 )
卓越一級 - 李浚軒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2 普通話三字經組
銀獎 - 雷琋喬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幼稚園 K2 普通話兒歌組
銀獎 - 雷琋喬

GAPSK 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初級
卓越一級 - 雷琋喬

全港兒童認字大賽 2020( 中文
/ 英文 )
中級組 ( 中文 )
冠軍 - 李慶璽

全港兒童認字大賽 2020( 中文
/ 英文 )
中級組 ( 英文 )
亞軍 - 李慶璽

2020 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
及敲擊樂大賽
K2 鋼琴
亞軍 - 李慶璽

第 4 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K2 組
二等獎 - 彭日晴

第 4 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K2 組
二等獎 - 彭日朗

全港幼稚園朗誦比賽
K1 親子賽 - 普通話
冠軍 - 李坤榕

International Arts Competition 
"Europe Grand Prix" 
The Arts, Visual Arts, Painting 
(picture)
Diploma Grand Prix - 
Hoi Shun Valerie Li 

Hong Kong Kids Association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True Heart"
International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
Bronze Award - Yu Sin Yee 

Artventure Prince Edward 
A Happy Moment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2020
Outstanding Award Year of Birth 
2016 - Cho Tsz Kiu 

Artventure Prince Edward 
A Happy Moment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2020
Talented Award Year of Birth 
2015 - Cheung Tsz Kiu

16th Trilingual Oral Arts 
Competition 
Solo Poem - K1
Gold Prize - Lin Yui Hong Hayden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for Both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0-21 
Silver Medal - Lau Cheuk Wing 

International Youth Arts & 
Cultural Centre 
IYACC Design Your Own 
Pencil Case 2020 Competition 
Age Division: 4
Silver Award - Wong Tsz Yi

Blazing Star allstar Fencing 
Invitational 
Champion - Lin Cheuk Lun  

Hong Kong Cultural and Ar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Jazz Competition 
2020 
Outstanding Award for Individual 
Jazz Age 6 - Yip Hiu Man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Starters 
Awarded Perfect Grades in All 
Categories - Constance Ha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Starters 
Awarded Good Grades in All 
Categories - Lok Yik Kei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YLE Starters 
Awarded Perfect Grades in All 
Categories - So Wing Yin

International Youth Arts & 
Cultural Centre 
IYACC Design Your Own 
Pencil Case 2020 Competition 
Gold Award - Lui Hei Kiu 

13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20
Singing-Preliminary Cantonese
1st Place - Li Tsz Yeung Lucas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for Both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0-21 
Gold Medal - Li Hing Sai Carpe

Inter-School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Challenge
Grade 1 Piano (P1)
First Runner Up - 
Li Hing Sai Ca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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