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家祥校長
本人加入愛官一個年頭了，總結2016至2017年度的工作，無

論是本人、老師、家長及學生們都是豐盛的一年。我們舉辦了、
多元化的體驗活動，與課程發展緊扣，擴闊學生視野，讓他們在
各項活動中汲取大大小小的成功經驗，發掘自己的潛能，提升自
信心。

在學習方面，我們推動創新學習，善用資訊科技，
發展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促進自主學習。隨著資訊科
技基礎建設大大的改善，師生常透過電子平台或教材推
動自主學習，以「STAR」網上評估系統或各科的網上
平台，讓學生超越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在家也可練習；

與中學及專業機構合作的科技活動，如「製作濾水器」、
「力的探究–機械獨角仙」及「螺旋飛車」等，都提升了同學們對科研的興趣。超過90%學生
都認為老師運用各種創新學習的學習活動後，能誘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鞏固學習。在品德教育方
面，我們培養學生欣賞別人，服務社群，建立關愛校園。學校推行「我做得到」校本輔導活動，
鼓勵學生無論在校內、在家庭、在社區都懂得互相幫助、熱心服務，又透過「每月之星」計劃、
愛欣賞郵箱和午間廣播，宣揚尊重和關愛別人的態度。學校亦推動「一人一職責」服務活動，讓
學生在服務崗位上能互助互勉，照顧幼少，更透過「我的服務誌」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校、
家庭及社區服務工作，也安排學生參與義工培訓、探訪老人中心、賣旗活動等，令學生有更多機
會服務。在家長教育方面，學校舉辦「你讚、我讚、大家讚」家長講座及親子日營，與東華三
院「家．長．愛學院」合作舉辦了親子關係講座及與香港青年協會親子衝突調解中心
合辦共兩組的「一家之主」和「溝通達人」家長小組，讓家長學習欣賞子女的技巧。
整年度的工作全部記載入「2016至2017年度學校報告」內，歡迎家長掃瞄右面的QR 
CODE或到學校網站下載參閱。

十一月，我獲北京教育委員會的邀請，與三十多位校長一起到北京學習及交流，有幸參
加了北京清華大學航天科學院高云峰教授的課堂，我們了解北京推行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ematics）教育的實踐經驗，亦交流了可供香港推行
STEM的卡魅課程及活動，讓我們掌握最新的專業發展資訊。STEM是一種多元學科文化的融合
創新。它強調不同學科教育的關聯性，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是教育的新趨勢。為此，我們提倡
各科以跨科專題形式合作，推動科技教育；為一至六年級設立編程教育
課程；鼓勵超過120多位同學參加資優網上課程；又與更多的專業機
構合作，引入更專業、更有趣的科技活動等等，務求裝備學生迎
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為了騰出更大的學習空間及延伸學習，學
校無論是課程、家課、行政措施都漸趨電子化，讓學生能學得更
深、更廣，家長的配合及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本人期盼透過家校
合作，為學生能有更理想、更近貼時代發展的學習環境。

總 展經 將結 望驗 來
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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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第 畢七十 屆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第十七屆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二十六日在學校禮堂舉行。承蒙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系高級
講師湯兆昇博士主禮，並邀請到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鄭穎琦小
姐、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前任校長張俊珊校長及馬頭涌官立小
學(紅磡灣)前任校長梁越美校長出席，場面温馨熱鬧。

 典禮於上午九時三十分舉行。首先由崔家
祥校長致歡迎辭，然後是主禮嘉賓湯兆昇博
士致訓辭，勉勵同學要在科技方面多探
索，迎接未來科技的新紀元。接着，湯
博士向畢業同學頒發畢業證書，畢業生
並與一眾嘉賓在台上合照留念。禮堂內
不斷閃起閃光燈及響起祝賀的掌聲，令
畢業生既興奮又依依不捨。

 最後，畢業班及各表演團隊的表演節目
將畢業典禮推向了高潮，也表達了畢業同學對母
校的衷心祝福。

嘉賓、校長及家長教師會理事及顧問們合照。

嘉賓與6A班畢業生合照。

嘉賓與6B班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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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典業屆 禮

嘉賓與6C班畢業生合照。

嘉賓與6D班畢業生合照。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鄭穎琦小姐頒發學業傑出學生獎項。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鄭穎琦小姐頒發操行傑出學生獎項。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鄭穎琦小姐頒發服務傑出學生獎項。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鄭穎琦小姐頒發體藝傑出學生獎項。

榮休校長張俊珊校長頒發優良學生獎項。

榮休校長張俊珊校長頒發模範風紀生獎項。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榮休校長梁越美校長頒發東區模範生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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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畢七十 屆

四位生動活潑的小司儀，

正在介紹畢業典禮的表演節目。
6B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6C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6A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6D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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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典業屆 禮

中國舞的精彩演出，觀眾大為讚賞。

藝術體操校隊演出充滿韻律感。

非洲鼓隊澎湃的鼓聲，震撼全場。

陶笛之聲，洋溢溫馨。

無伴奏合唱，真是繞梁三日。

合唱團和畢業生一齊唱出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校歌，
將畢業典禮推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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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同儕觀課在上學期第十至十四週進行。教師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教案及教材，在課堂互相觀摩，
反思教學過程，找出教學難點從而優化課堂的教學。
校長、副校長、課程主任及科主任同時參與，與教師進
行評課會議，開放專業教學交流的文化，力求完善學
與教。本年度觀課重點有提問技巧、自主學習及解難策
略，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亦同時加入了緊貼教學脈
膊的電子學習元素。

同儕觀課交流，提昇教學效能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何佩珊
副校長率領翁麗琴主任、余佩瑩主
任及常識科科主任陳潔瑩及曾智華
老師到大嶼山東涌嗇色園可譽中學
暨小學參觀生物科技流動實驗車。

校外交流活動

「SCAMPER創意思維教學」工作坊

為加強老師對創意教學的認識，學校邀請了香港新
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金耀博士為老師主持
「SCAMPER創意思維教學」工作坊。

教師專業發展日(一)
「調解有法」教師工作坊

鄭 芷 琪 姑 娘 以 輕 鬆 手 法 主 講
「調解有法」教師工作坊，讓教師
們認識及掌握「調解」的方法，有
效擔當「調解員」的角色。

「STAR促進學習評估」的網上評估系統講座

當天下午邀請了香港教育城張小姐進
行校本「STAR」工作坊。新學年本
校將運用「促進學習評估」的網上評
估系統，並參考教育局的「網上學與
教支援」網站，提供適切的跟進以提
升各學生的學習效能。

學生分組討論時熟練地把討論結果
貼上平台，即時互動交流。

一堂精彩有趣的話劇課讓同學們對學習專注投入。

崔校長在操場上進行體育
課觀課，想必他又技癢，
想和學生們切磋球技呢？

看！校長與大家討論得多投入！ 

老師們先在生物科技實驗室內的

DNA模型前來個大合照。
曾老師發揮科學精神，體驗進行科學實驗當中的樂趣！

大家齊齊動手做新一代「小相機」！
崔校長頒發紀念旗予黃博士。

由香港教育城張小姐向全體教師介紹
「STAR」平台。

鄭芷琪姑娘向教師講解各種調解策略。

業師教 專

老師運用Edmodo教學平台，學生能在課堂前作
預習，更在課堂中展示學生互動交流，充分展示
自主學習的精神。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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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交流活動

如何運用「VR」虛擬實境技術輔助學習工作坊

本校邀請了專業公司進行了VR工作坊， 
讓我們的教師進一步緊貼尖端科技。

教師專業發展日(二)

「運動是良藥」工作坊

本校參加了「賽馬會學童Keep Fit方程式」，並邀請了中國香港
體適能總會副主席及委任講師張應明先生到校為教師進行工作坊，
讓老師動起來，學會減壓的方法。

深化學生「自主學習」延伸課堂學習工作坊

我們邀請了資深學者現代教育研究社課程總監陳鶴安博士，分享「自主學習」的理念和應用，
讓老師更深入掌握自主學習的實戰經驗。

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後，陳鶴安博士總結學生如
何透過「自主學習」建構內部知識。

崔家祥校長歡迎陳鶴安博士為大家主持講座。

陳鶴安博士詳細深入地為大家講解
「自主學習」的理論和實踐。

透過體育組的一班老師，為教師們上了健康的一課！ 老師們一起做「運動」吧！

講者幫伍老師鬆鬆骨！

由崔校長向介紹「VR」的

公司負責人致送感謝旗。

看！從新加坡到校交流的兩位教大學生與我們教師一起嘗嘗「VR」感受！

業 展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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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成新 員

新 調 任 到 愛
秩序灣官立小學，感

覺一切都很陌生。校園不
一般的大，樹木茂盛，課室

寬敞，禮堂更是標準化。當我
每天走到學校的不同角落，飽
覽維港對岸醉人的景色，夕陽斜照，天空抹上片
片彩雲，美極了！能夠在這角度與你們相遇，也許
這是緣份。寄望我們一起經驗的每一天，都是互
相的信任，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愛護、互相的

體諒，實在感激！同學們，願你們開心過著
每一天。以後身邊有你我陪伴，讓我們

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讓我
們的世界更加美麗。

成玉玲主任

大家好，我是3C班
的班主任邵嘉儷老師。這是我

在愛官工作的第一年，很高興能加
入這個大家庭，希望這

學年能在這個充滿笑聲
的校園內和大家一起學
習，接受新挑戰，亦
祝願每位同學能在愛

官渡過一段美好而
難 忘 的 小 學 生

活。

邵嘉儷老師

Nice  to  meet 
you all! I am Miss Tong. 

I hope our students enjoy 
reading. Reading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kills to 
explore the world. 

唐潔儀老師

還記得九月開學的那一
天，我一踏進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大

門，那一張張活潑的笑臉，整齊井然的隊
伍，令我印象深刻難忘。 任教過好幾間官立小
學，校舍之大以及優美的環境，「愛官」乃是首屈
一指，這是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更是學生理想的
學習地方。在「愛官」數月以來，課堂上看到學生的
專注投入和積極學習，乃是我工作的原動力。我有幸
於「愛官」任教，希望每天都能充滿能量，而能量就
是來自您們——教師共同協作努力、學生的學習成
果、家長的支持，願大家一起努力吧！

翁麗琴主任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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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你迎員
我是1C班的班

主任梁惠貞老師，主要
任教中文和普通話科。

期 望 在 這 個 美 麗 的 校 園
裏，大家學習彼此尊重，
互相欣賞、關愛和包容，
更希望能與同學們一起學
習不同的新知識，享受

愉快的校園生活！

梁惠貞老師

大家好，我是2B
班的班主任劉秀玲老師，這

學年是我在愛官工作
的第七年，但身份卻
改變了！很高興能夠在
這裡充滿關愛文化的校
園內繼續和大家一起

學習和迎接每天的新
挑戰。

劉秀玲老師

大家好，我是黎杏蘭
老師，很高興成為愛秩序灣官立小

學的一份子，見證大家的成長。平日我
喜歡做瑜伽，雖然我練習瑜伽已有一段長時

間，但每次上課，我都抱著謙卑及認真的態度
學習，細心聆聽導師的教導，把每個動作做到最
好，挑戰極限。希望同學們也能和我一樣，持着
認真的學習態度，多聆聽，多思考，這樣學習效
果會更明顯。

祝願每個同學能堅持
不懈地完成精彩及充滿
挑戰的小學生活，邁
向豐盛及充實的將
來。

黎杏蘭老師

大家好！
我是二體班班主

任譚樂琳老師。很
高興本年有幸加入愛

秩序灣官立小學的大家庭。我十分喜愛這所
學校的環境。這裏可遠眺對岸家喻戶曉的獅
子山，近看可飽覽維多利亞港醉人的景色。此
外，我也很欣賞愛官的同學，你們溫文有禮，
樂於服務。我希望同學們能秉承香港人獅子

山下的精神，繼續發揮關愛互助的好品
行，同時亦努力求學，為香港的未來

作出貢獻。

譚樂琳老師

我是1E班主任欒秀
馨老師，很高興本年度加入愛

秩序灣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成為同
學們在學習上的嚮導。我任教中文科、

音樂科、普通話科及常識科。

在新的學年裏，
同學們在學業上要
努力學習，不怕困

難，一起邁向更
好的未來。

欒秀馨老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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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專心地進行備課。

大 家 好 ! 
我 是 C h e r r y 姐

姐，今年剛剛加入愛
官這個大家庭工作。

我主要協助老師在英語
室上課、舉辦學校的活
動和一般文書工作。在
空閒的時候，我喜歡到
郊外走走和拍照，放鬆

一下心情。同學們，
歡迎你們來英語室找我，用英語分

享你們生活中遇到的趣事！

樊倩儀(Cherry)教學助理

大家好！我是Phoebe
姐姐。今年很開心能加入愛秩序

灣官立小學。我平日主要的工作是文書
處理和協助舉辦學校的活動等。平時放假
會到郊外走走，
很喜歡到處逛逛
吃小食。如果在

校園見到我，很歡迎
你們找我聊聊天，
與我分享你們的趣

事！

白淑荷(Phoebe)教學助理

大 家 好 ， 好 高 興

加入愛官！我在本校現職文

員。我十分喜歡這裏優美的學

校環境，親切友善的老師，活潑又

有禮的學生！我平時經常留意時事

新聞和網上資訊；假期就與家人到郊

外遊玩。希望同學享受愉快的校園生

活！

陳敏儀(Sandy)文員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陳冠羲Samson哥

哥，是今年學校新來的技術支援人員，
很高興能夠加入愛秩序灣官立小學這個充

滿愛與關懷的大家庭。

我每天的工作由圖書車開始，早會前我會
將放滿圖書的圖書車推往圖書館並進行借還圖書

記錄工作。當老師上課需要使用平板電腦時，我
會為老師準備足夠的平板電腦並於課堂中協助老
師和同學。有時候學校會舉辦一些活動或講座，我
需要預先設置電子器材，並為活動或講座進行拍攝
工作。

我喜歡與同學一起互動，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每個學習機會，獲取
寶貴的知識吧！

陳冠羲(Samson)技術支援人員

歡成 你新 迎員

教
師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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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
本校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舉行「2016-2017年度下學期頒獎禮」。當天學校頒發了各級

學業獎、操行獎、進步獎及部分校外獎項，以表揚學生的良好表現。與此同時，學校亦藉此機
會安排了多個課後興趣班的學員參與表演，讓學生盡展潛能。

期下 獎頒學 禮

崔校長、兩位副校長及家長教師會委員頒發全年學業獎、
下學期學業獎、進步獎及操行獎給各獲獎同學。

小提琴組表演
苗族小姑娘也來
跳舞助慶。

粵語話劇組的表演宣揚環保訊息。

敲擊樂組表演。

英語話劇組齊來捉Pokemon。
跆拳道組的表演勁度十足。

崔校長彈結他、6A班林柏希同
學打爵士鼓為iPad樂隊的表演
伴奏，分享首次以iPad編曲的
作品——光輝歲月。

口琴組表演

普通話話劇表演

6B班楊桂輪、5B班吳詠恩及5C班周柏琦獲得
mBot智慧型循環線競賽HK 亞軍

2C班呂珀希同學獲得第28屆閱讀嘉年華•
「閱」聞「閱」趣寫作比賽(小學初級組)季軍

活
動
篇

11



為推廣體育文化及推動單車運動的發
展，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學校於一月
二十七日假校內舉辦了小學生單車繞圈邀
請賽，並由何兆麟單車學校全力支持。雖
然礙於場地所限，連同主隊今次只可以容
納五隊參賽，但是賽事得到眾多友校校
長、家長及同學的熱烈支持，包括：仁濟
醫院蔡衍濤小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
學分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及聖公會聖馬太小學。比賽在刺激又熱鬧
的友誼氣氛下圓滿結束，日後將會舉辦同
樂日，推廣單車運動和安全知識，讓大家
增強體育文化之餘又可以安全使用道路。

歡迎友校同學們參加比賽，促進我們之間的友誼

老師、教練及同學們認真地準備賽事

感謝羅永森先生擔任總裁判長及何兆麟先生全力支持，感謝陳淑兒校
長、莫培超校長、蕭偉樂校長、家教會主席黃志君女士及校管會家長
代表蔡麗芳女士對活動的支持。

生 車單學小

齊出發精彩片段
參賽的健兒們積極投入，一起享受單車的樂趣。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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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組 個人計時賽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劉晉廷 愛官
亞軍 曾竟琋 禾輋信義
季軍 張智康 蔡衍濤小學
殿軍 陳玉晨 蔡衍濤小學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組 個人計時賽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梁沛茹 伊小
亞軍 蔡璿 愛官
季軍 梁嘉慧 蔡衍濤小學
殿軍 葉卓芝 愛官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組 個人計時賽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譚芷莹 蔡衍濤小學
亞軍 羅瑋萱 伊小
季軍 余皓雪 愛官
殿軍 張茵婷 馬太小學

小學三至四年級 男子組 齊出發-3圈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張智康 禾輋信義
亞軍 劉晉廷 愛官
季軍 張茵婷 愛官
殿軍 張智康 蔡衍濤小學

小學三至四年級 女子組 齊出發-3圈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梁沛茹 伊小
亞軍 葉卓芝 愛官
季軍 梁嘉慧 蔡衍濤小學
殿軍 蔡璿 愛官

小學五至六年級 女子組 齊出發-4圈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張茵婷 馬太小學
亞軍 羅瑋萱 伊小
季軍 蔡詠喬 禾輋信義
殿軍 侯加漣 馬太小學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組 個人計時賽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黃俊杰 蔡衍濤小學
亞軍 李長駿 愛官
季軍 倪綽霖 蔡衍濤小學
殿軍 楊俊穎 伊小

小學五至六年級 男子組 齊出發-4圈
獎項 姓名 屬隊
冠軍 黃俊杰 蔡衍濤小學
亞軍 陳玺洋 馬太小學
季軍 何泓毅 伊小
殿軍 李長駿 愛官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2018 小學男子組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榮獲團體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榮獲團體亞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榮獲團體亞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榮獲團體殿軍

小學生單車繞圈邀請賽2018 小學女子組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榮獲團體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榮獲團體亞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榮獲團體季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榮獲團體殿軍

圈車 請邀繞 賽

感謝友校老師、家長及同學參加這次比賽，大家拍照留念。

團體獎項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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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獲教育局邀請，與
廣州市花都區花東鎮七星小學結為
姊妹學校。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
日，七星小學三十多名師生到訪本
校。當天，除兩地教學人員進行專
業交流外，兩地學生亦進行了不同
的學習交流活動。七星小學的師生
還欣賞了本校學生的畢業禮預演，
而最令人興奮的，便是本校的師生
能有機會欣賞七星小學跳繩隊的
精彩表演，其中跳繩世界紀錄保持
者——岑小林同學的世界級跳繩表
演，更令本校的師生大開眼界，歎
為觀止。

廣 小七 到州 學星 校 參 觀
兩地師生齊來大合照。

兩地學生初次見面，互相問好。

如何操作這機械人﹖大家齊研究吧！

用3D Pen可簡易製作
出有趣的玩意。

讓我試試操控
這mBot 吧！

來！享受瞬間置身虛擬
世界的VR體驗。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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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小學學生參觀本校圖書館。

七星小學的張校長和崔校長互贈紀念品。

崔校長與跳繩世界紀錄保持者岑小林同學合照。

一同欣賞本校合唱團的典禮預演。

七星小學跳繩隊表演。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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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班興期 趣

未來魔法王，Magic!

開心share我們的成果！Yeah!

準備接球啦！學中文，無難度！

Ha! Ha! 我要跳上天上了！

 乒乓球樂趣多！

看我的示範啦！

我們的水彩畫漂亮嗎？

齊齊製作機械人。

本校為了讓學生能善用餘閒，以及多接觸課堂以外的體驗，因此在二零一七年的暑期提供
不同類型的興趣班讓學生參與，發掘潛能。

本校共開辦了8個組別，分別有乒乓球訓練班、羽
毛球訓練班、DIY黏土製作班、趣味英語塑膠彩繪畫
班、魔術世界英語學堂、圖像英語拼音班、花式跳繩
體驗班及LEGO機械動物遊樂園，共有113人參加。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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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開學禮暨敬師日於九月二十二日在本校禮堂舉行，
當天全校七百多名學生坐滿全場，場面十分熱鬧。首先，崔
家祥校長向全體同學訓勉，並介紹新到校的教職員予同學認
識。然後，家教會主席黃志君女士講述《熟能生巧》的故
事，勉勵同學要全力以赴，向着目標前進。接著，就是由學
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老師，籍此對老師表達敬意。每當老師
上台時，如雷貫耳的掌聲震撼全場，這種讚美聲一浪接一
浪，直到所有老師都接過敬師卡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開學
禮及敬師儀式也完成了！

開 敬禮 日學 師暨

崔家祥校長向
全體同學訓勉。

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
致送敬師卡予崔家祥校長。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六年級班主任。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五年級班主任。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四年級班主任。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三年級班主任。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二年級班主任。

學生代表致送敬師卡予一年級班主任。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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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了小一新生適應日，當天小一家長帶同子女一同出
席，透過學校簡介會，讓家長們更認識學校的運作，加強彼此的溝通、合作，以協助孩子在
小學階段能積極愉快地學習。與此同時，學校亦安排小一學生參加「升小一工作坊」，讓他
們早日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小 適新 日一 應生

圖書館滿載寶藏，齊齊走進故事人物的世界裡，怪不得大家都特別投入呢！

來到英語室，同學都被這裡的佈置所吸引！

在寬敞的校園走走，到處參觀，多開心呢！

能夠勇敢地走出來，積極參與

工作坊的活動，真棒！

剛踏入小學階段的孩子們都很
專注地參與工作坊。

校長透過簡介會讓家
長瞭解學校的教育理
念及各方面的發展。

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
親臨學校，為小一家長介紹
家教會的活動和運作。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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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幼稚園校園遊」活動，讓幼稚園學生及家長了解
本校的概況、課程特色及校內設施。當天場面熱鬧，約有六百人出席。參觀者透過出席簡介
會、參觀校舍、參與各科活動、與教師及家長義工面談，進一步了解本校的教學理念。

幼 園園稚 遊校

用iPad作曲，很創新啊！

家長義工協助派發由惜食堂義贈的曲奇予出席家庭。

真棒！拋中了。

大家齊加油！
對準iPad中的目標努力踏！

非洲鼓，齊齊打，真開心！

爸爸，我想看這本圖書呢！

英語故事多有趣！

為甚麼這個機械人懂得

自動沿着軌跡走的呢？

家長、孩子齊動手，合力拼砌名畫。

翁麗琴主任向家長介紹本校課程特色。
崔家祥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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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公益金便服日已經在十月
十二日圓滿結束了，同學們都十分享受穿
著便服，在課室內輕輕鬆鬆上課的感覺。
今年共籌得善款港幣34, 856元正，感激
各位家長及學生的大力支持，期望大家能
繼續支持學校的其他籌款活動吧 ! 

2E班同學跟盧老師大合照！

2A班同學看來十分興奮呢！

在學校穿着便服拍照，
心情特別興奮呢！

6B班同學的合照真是
十分鬼馬！

小息時，大家一起玩遊戲。

公 服金益 日便

幾位陽光男孩在陽光下拍照，
很開心啊！

陳老師與幾位可愛的
女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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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同學對科學的認識，並達到增廣見聞的目的，本校安排了
各級同學依不同的學習主題進行考察，包括「動物園」、「遊戲多樂趣」、「香港是我家」、
「微生物的觀察」、「香港歷史」及「太空科學」。各參觀活動均為寶貴的學習機會，祈盼能
得到各家長的積極支持。

性教 觀參育

四年級參觀
大埔科學園

年級 參觀月份 參觀地點 學習主題

一 2018年3、4月 香港動植物公園 動物園 

二 2018年1 月(暫定) 香港文化博物館 遊戲多樂趣

三 2018年4 月 益力多工場 香港是我家

四 2017年10月 大埔科學園 微生物的觀察

五 2018年1月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

六 2018年1 月(暫定) 科學館 太空科學

收穫真豐富！
這些是甚麼？

登上流動生物科技實驗室
做微生物觀察。

她們在捉甚麼？

快！快！快！

何時才要拍呢？

留心聽，長知識。

2E班同學跟盧老師大合照！

2A班同學看來十分興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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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根同 」同 河 的源 水

本校響應教育局資助之「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帶領六年級學生參與
「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交流活動，在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前往河源進行境外學習活
動，目的是為讓學生了解河源水資源的開發和保護，了解水利建設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的影響
和比較粵港兩地在污水處理的工作，以及了解粵港兩地發展，擴闊視野，豐富生活體驗。

在旅程中，同學參觀了萬綠湖、鏡花緣風景區、新豐江水電站及攔河大壩、農夫山泉飲料生
產企業、恐龍博物館、污水處理廠等地方。他們更到了當地的河源市源城區公園東小學參觀，還
與當地學生一同上數學課、視藝課及音樂課，之後更一同進行集體遊戲，增進彼此間的友誼。學
生透過是次活動，認識到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而學生的自理、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
得以提昇。

我們就在新豐江水電站的攔河大壩上，
從高處望下，真有點兒心悸。

我們身後的就是香港及廣東省市民「同飲一江水」的來源之一 ——河源萬綠湖。

6B 程勁栩
這次的交流活動中，我獲益良多，參觀了為河源供水供電的大壩和現代化的飲料生產工廠，我不禁感覺到中國的科技不斷進步。而在河源的這幾天，我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氣息，還吃到了美味的客家菜。總的來說，這次活動不僅培養了我的自理能力，而且提升了我的合作能力，真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6B 陳雅柔
經過這次交流活動後，令我

知道水是來之不易，如果我們不

珍惜食水，總有一天水會用盡，

那麼我們的後代有可能沒有乾淨

的食水使用了。另外，我也學習

到照顧他人及提升自己的自理能

力。我很感謝老師給我們這個機

會，給我認識河源這遍美麗的地

方。
參觀了河源市博物館後，才知道 河源是中華恐龍之鄉。

由於河源的水質潔淨，有不少飲料生產商在河源設廠生產優質的飲料。

參觀完污水處理廠後，我們明白到處理污水需要很繁複的工序，所以我們要減少製造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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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水 利建 設

6B 蔡嘉琳
第一天來到河源的時候，感到

有一種親切感。在參觀新豐江水電

站的時候，忽然覺得中國人的智慧

是那麼高，可以建設起一個如此環

保的工程，為河源那麼多的人口提

供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農夫

山泉的工廠一切都是那麼先進。在

酒店裏，覺得自己和室友一起收拾

房間、一起睡覺、起床，感覺特別

溫馨。

6A郭栢榮
這次河源的水利建設及

環境保育學習之旅，令我明白
到河源當地水利工程的發展及
成果，也令我感受到水資源對
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因此
我會珍惜食水。

6B 李心怡
通過這次河源之旅，我接觸

了各式各樣的水資源，其中最深刻
是水噴泉，那水花在漆黑的夜空中
綻放，令我嘆為觀止，並有音樂襯
托，更是顯出噴泉的美，令人驚嘆
不已。然而，從接觸水資源的過
程，我更是有不少的成長，我明白
到還想讓這噴泉保持如今的美麗，
所以我們要節約用水。保護水資
源，從我做起。

6C 陳穎森
我參加了這次境外學習之

後，使我十分開心，因為增長了
許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例
如在恐龍博物館裏，我知道為
甚麼恐龍蛋化石內部會有水晶；
我也知道我們喝的東江水源於那
裏；我又知道農夫山泉的瓶子是
怎樣製造出來的。參加境外學
習，真令我大開眼界。

6B 李晉彥
經 過 這 一 次 同 根 同 心 —— 河

源的境外學習後，我的自理能力提

升了，也認識了水利建設對河源的

影響。河源恐龍博物館令我知道河

源是一個「恐龍之鄉」，萬綠湖的

湖水十分潔淨，可以直接飲用。河

源源城區公園東小學的學生十分友

善，他們教我彈奏Ukulele時很細

心，令我印象深刻。

保境 育及 環

同學到河源市源城區公園東小學交流，並與當地學生一同上數學、音樂及視藝課，令他們
明白到內地學生的上課情況。最後大家更在操場一齊玩集體遊戲，增進彼此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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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季
十月二十六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旅行當日的早上雖然下着傾盆大雨，但也無減

同學們雀躍的心情。今年我們再次兵分兩路，一至三年級同學到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而四至
六年級的同學則到了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雖然當日天公不造美，很多戶外設施都停止開放，
但同學們仍能享受營地的室內設施，非常投入和享受當日的活動，並度過了既難忘，又充實的
一天呢!

到達目的地，同學先和校長、何副校長和班主任合照一張吧！

低年級

趁着停雨，當然要把握時間在戶外遊玩。 有老師陪着我們玩遊戲，真興奮呢！

看我一箭射中紅心吧！

在這裡開大食會，別有一番風味呢！

小心翼翼，攀上高峰！

大戰一觸即發！

看我既有姿勢，又有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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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季 行
高年級

到達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大家來張大合照吧！

看我們一展歌喉吧！

太高興了！能與老師一較高下！

看我們在手工藝室一展身手！

這球讓我來接吧！

門球這玩意，平時很少接觸呢！ 縱使未能到戶外踢足球，但室內的足球機同樣樂趣多！

小心翼翼，攀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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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是本校一年一度學校聖誕聯歡會的日子。聖誕聯
歡會當天不單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更有抽獎和遊戲環節，同學們都十
分快樂，留下了不少難忘的回憶。

聯聖 會歡誕
同學們都經過悉心打扮去出席聖誕聯
歡會，令整個禮堂都充滿節日氣氛。

由同學扮演的聖誕老人和助手令現場氣氛熱鬧起來。

今次的音樂表演環節更有民歌隊的演出，
當中更有同學表演beat-boxing呢！

崔校長更為民歌隊彈結他伴奏，他們的配合十分有默契。

小提琴班的同學的
演出十分精彩呢！

在聖誕聯歡會的尾聲，校長和合唱團帶領全校同學合唱聖誕歌，為聯歡會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也到校支持，並參與抽獎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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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活課五 動外
為發揮學生的個人潛能及培養他們

的興趣，本校提供了多元化及有趣的
週五課外活動讓學生參與，從而增加
他們的學習經驗、擴闊視野。

本年度週五課外活動於十月十三日
正式開始，組別共有43組 ; 其中23組
為固定組、20組為循環組。

體育藝術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體適能

表演藝術
英語戲劇初體驗

普通話話劇

司儀訓練班

音樂藝術
木笛合奏小組

合唱團

非洲鼓

視覺藝術

視藝小先鋒

書法

看電影學畫圖

趣味視藝

摺紙樂

繪畫Fun Fun Fun

學術

中文遊戲樂趣多

我愛「成語」

齊來說故事

英語遊戲

I Love English Stories

Story Appreciation

奧數

英文資優班

資優數學

趣味數學

魔力橋

環保科技小園丁

資訊科技小精英

電腦遊蹤

快樂中文班

機械人

休閒娛樂

桌遊天地

棋藝

針織班

IQ大比拼

動動腦砌砌圖

樂高組

協作社交
幼童軍

樂在「奇」中

多元智能

環保科技小園丁 快樂中文班

體適能

齊來說故事英文資優班

機械人

木笛合奏小組

電腦遊蹤

視藝小先鋒

針織班

樂高組

非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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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本校除了在課堂時間舉行各項活
動外，還在課後安排專業導師開辦多元化的興趣班，讓學生在校內及校外展示學習成果，發揮
體藝的潛質，擴闊他們的閱歷。

本年度課後興趣班及校隊訓練已於十月九日正式開始，本學年共開辦二十班課後興趣班及
七組校隊。為了鼓勵校隊舊隊員留隊持續發展技能，本年度推行校隊資助計劃，在學費方面資
助每名舊隊員一百元，共有六十八名舊隊員繼續留隊接受訓練，資助費用合共六千八百元。

興課 班趣後

類別 興趣班及校隊項目名稱

紀律訓練 升旗隊

音樂
口琴班、小提琴(初班)、小提琴(中班)

陶笛班、敲擊樂校隊

運動
乒乓球興趣班、足球興趣班、女子排球興趣班、跆拳道(初班)、跆拳道(進階班)、 
羽毛球興趣班、男子輕排球興趣班、藝術體操興趣班、藝術體操校隊、 
羽毛球校隊、女子排球校隊、乒乓球校隊及足球校隊

數學 奧數培訓班(P.1-P.2)及奧數培訓班(P.3-P.4)

藝術
中國舞校隊、中國舞興趣班、書畫班(初班)、 
書畫班(進階班)、創意繪畫班及戲劇訓練班

中國舞校隊
陶笛班

男子輕排球興趣班

創意繪畫班

戲劇訓練班

奧數興趣班
(P.1-P.2)

乒乓球興趣班

書畫初階班

敲擊樂校隊

升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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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生位方 輔學
本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由何姑娘及曾

姑娘兩位學生輔導人員負責，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廣
泛的輔導服務。透過個別和小組輔導、個人成長教
育課、輔導活動如「成長的天空計劃」、「愛心學
長計劃」、「教德樂課後支援服務」、小一適應活
動、升中適應活動、「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等，協助學生全人發展。除此之外，兩位輔導人員
更會給予家長適切的支援，及與老師合作解決學生
問題，並強化學校的關愛文化。

導 服 務

本校與香港仔坊會尚融坊林基業中心合辦「教德樂
課後支援服務」，由長者義工導師以一對一形式進
行功課輔導及溫習課本。

本校與明愛社區書院合辦「區本課後學習
及支援計劃」，為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小
組、興趣班及社區服務等活動，從而提升
學習效能及擴闊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本校參加了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計
劃，本著「愛無限．學無涯」的信念，以講
座﹑工作坊及小組形式為本校家長提供親職
教育。九月十六日，崔校長出席了「家‧
長‧愛」學院計劃的開幕禮，以示支持。

「從遊戲中建立親密關
係」工作坊的家長表示
工作坊能有助他們認識
與孩子溝通的技巧。

參加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同學與校長、
老師及家長一起大合照以開展為期三年的訓練。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已經於
十月開始，參加的同學需合作
完成任務。

十一月，我們舉辦了「快樂小一
生」小組，協助小一同學適應小
學生活和提升其自理能力。

在十月份舉辦了調解友法小組，讓四至六年級
同學學習調解及處理衝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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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德 民公育

為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學校於整學年安排了各種活動、講座和計劃，
當中每月早訓的活動主要圍繞四個主題:關愛、禮貌、尊重別人和服務，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如何
關心、尊重及服務他人，並在日常生活中付諸實踐，日後成為一個有禮、有愛心的人。

早訓活動

關懷尊重齊互動，

老師同學樂融融，

謙卑有禮齊共勉，

關愛校園一起建。

關心他人揮揮手，

見到老師點點頭，

愛護家人多問候，

家庭校園樂悠悠。

低年級同學設計的「關愛、共融」標語:

2A古天朗 3A于正言

老師每月於早會上按不同的主題向學生灌溉正確的價值觀。

低年級同學設計的關愛標誌，宣傳關懷、愛護和友愛他人的重要性。

2C吳卓茵

2D李治平

3A于正言

低年級同學分享關愛別人的行為。

1D唐杏榆

1C植思瀚
3E何承旻

高年級同學建議增設一些關懷、愛護和友愛他人的新設施。

6C冼慧嘉

6B蔡嘉琳
4C張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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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動育教 活

低年級同學設計的「關愛、共融」標語:

為營造一個安全及和諧的學習環境，朋輩和師生之間能建立互相接納，彼此互信及欣賞的關
係，本校推行了班級經營的計劃。首先，各班於本學年初訂立班級承諾，增強學生的責任感及
自律合作的精神。此外，班主任亦帶領同學設定該班獨特的班目標，凝聚及運用同儕力量，強
化關愛、服務的精神。在「秘密天使計劃」之下，各同學更學習主動關心別人，透過友愛助人
的行為，讓同學發現自己的影響力及助人的快樂，進而持續助人關愛的行為。

班級經營

「秘密天使」小冊子

「秘密天使計劃」
成功小貼士

同學間友愛關懷，讓學校充滿和諧的氣氛。

各級的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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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得到」獎勵計劃以「互相尊
重，關愛別人」為主題，培養學生彼此
尊重及互助友愛的態度，建立校園關愛
文化。踏入計劃第二年，全體同學於個
人、學校及家庭範疇訂下不同目標。九
月二十九日於服務生就職典禮上，學生
輔導人員向同學介紹「我做得到」獎勵計劃內容。透過老師和
家長平日觀察，每當同學在校內有尊重、關愛、互相幫助、積
極參與服務等良好表現時，均可獲得印章以作鼓勵。我們認為
透過家校合作，欣賞孩子的良好行為，必定有助強化他們實踐
尊重及幫助別人的能力，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校本輔導計劃

崔校長一起見證同學

承諾的一刻。

6A班陳宗熙、黃澤楓、陳卓琳及謝芷柔帶領全校同學作承諾行動。

同學們都一同舉手宣誓，在校長和老師的見證下，以認真的
態度去承諾實踐尊重、關愛、欣賞和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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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九月二十九日舉行「服務生就職典禮」。
當天共有十六支服務團隊一同齊集在學校禮堂進行宣
誓。在全體老師及同學的見證下，各服務生齊聲宣讀
《服務隊伍誓詞》，氣氛嚴肅。

生服 職就務 禮典

宣誓完畢，各服務團隊的代表與崔校長合照。期望各位服務生都能履行承諾，為學校出一分力吧！ 

所有服務生跟隨領誓的代表，全
神貫注地齊聲立志宣誓，承諾全
心全意為學校服務呢！

各隊服務團隊的代表充滿信心地
站於台上，準備一同領讀誓詞。

三位小司儀6A班黃卓琳、4A班李樂心和
4A班陳竟成主持典禮，表現甚具默契，深
得觀眾的稱讚。

崔校長訓勉同學，希望他們成為
一位盡責又勇於服務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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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在服心 愛務 官
為培養學生勇於承擔及養成樂於服務他人的品德，本校共設有十六個服務團隊，讓學生

擔任不同的服務生。學生在參與服務工作時，不但可培養責任感，而且能各展所長，發揮領
導才能，提升自信心，並且可以學會與人溝通，以及培養互相合作的精神。我們期望同學在
參與服務時，能體會在羣體生活中勇於承擔及互相幫助的重要性，明白「助人為快樂之本」
的道理，共同建立一個關愛校園。

風紀

清潔糾察班長

膳長 校車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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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使

升旗隊

幼童軍

圖書館大使

愛心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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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在服心 愛務 官

電腦小先鋒

言語大使

普通話大使

數學小天使

環保科技小
園丁

英語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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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中文科於上學期舉行了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及
「憑書寄意」寫作比賽。校外活動方面，本校
同學參加了「小作家培訓計劃」、「知文識趣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東區防火安全標語創作比
賽」、「珍惜食水標語創作比賽」、「翰墨傳情第四
屆書法比賽」及「深水埗區青少年硬筆書法比賽」。

為了提升同學的閱讀能力，本科於十月份已展開
「中文大使計劃」，由五、六年級的「中文大使」協
助一、二年級中文能力稍遜的同學。此外，「中文科
少年文學欣賞計劃」亦讓同學閱讀優質的課外書籍，
培養閱讀習慣。本科於下學期將會舉行故事演繹比
賽、標語設計比賽等，請同學密切留意。 

活學 動科

低年級的同學非常用心地學習中文。

「中文大使」教導同學閱讀時，
態度很認真呢！

憑書寄意寫作比賽各得獎同學與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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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Aldrich Bay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ontinues to hold several English activities 
in the school. In the First term, Love Radio Show, Penmanship 
Competition, One-Minute Talk, Buddy Program, Pop-ups Writing 
and for the first time Bookworm Scheme. The bookworm scheme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P2 classroom first. Each class has 
been given 30 books. Students can sign out and read for their 
interest. We will have the Buddy Program by which P 4, 5 and 6 
students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English. The Love Radio Show 
will continue to give students a chance to practise speaking 
English over the PA system. There will also be th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 entering. Thematic Boards on 
the ground floor will display several themes such as Halloween and Thanksgiving. 

In the second term, there will be two very exciting activities. First, English Fun Day, 
where every Tuesday at the second recess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fun English-speaking games. The second activity in this term will be the Caring,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where students, in all the class levels, will get a 
chance to cultivate positive attitudes on caring,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through writing 
activities. We hope everyone enjoys the English activities this year.  

The students’ writing was very good in all the levels for the 22nd 

Hong Kong School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Helios and Hanifa can really speak clearly 
for the Love Radio Show.

The students wrote what they were 
thankful for on the apples.

The Halloween board was not too scary.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actise 
goo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he P2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talking about their family for the 
One-Minute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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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效能及興趣，本校老師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並運用電
腦應用程式進行輔助教學。此外，本校針對學生在
度量範疇的弱項，在課室內張貼與度量單位有關的內

容，增加學生接觸這些單位的機會，下學期更會舉辦以度量範疇為主題的數學遊蹤活動。拔尖
方面，本校為學生開設不同的資優培訓班，讓學生可以接觸課堂以外的
數學。陣容鼎盛的「數學小天使」會在小息時進行活動，並會在導
修課協助數學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功課輔導。

小朋友，只要你答對數學問
題，就可以得到小禮物了。

「數學小天使」用平版電腦與低
年級同學玩數學遊戲，提升他們
學習數學的興趣。

有數學疑難不用怕，充滿愛心的
「數學小天使」可以幫到你。

充滿自信的參賽同學賽前來張大合照。

這道數學題好像有點難度呢！當
然啦，這是奧林匹克數學題啊！

為課室設計平面圖，平版電腦上的
指南針就是我們的好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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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教育
編程教育教學之風日盛，去年，校方添置了

mBot、VEX IQ機械人及3D Pen等工具以推動
編程教育。部分同學被挑選嘗試接觸並參與校

外比賽，成績理想。本學年我們會再接再勵，除鼓勵同學參與校外編程教育活動或比賽外，這些
工具也會走進課室，讓不同年級，不同班別的同學都能一同參與。

校內
活動花絮

沒有比賽的日子，同學仍積極練習，

深化自己的技術。

同學正研究如何改裝mBot，使得它走得更快。

本年度新辦的課外活動—mBot機械人編程班

同學們要先自己動手製作mBot。
同學利用3D Pen繪出外型，透過

Arduino編程來驅動汽車。

一年班的同學也嘗試利用

Makeblock Neuron來學習編程的基本概念。

同學正努力思考如何組裝配件使它動起來。

嘗試把mBot帶進四年級的教室，讓同學學習簡單的編程技巧。

看見mBot動起來，同學都表現得很雀躍。

NEURON

P.4 Mbot Lesson

Mbo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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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去年在不同類型的比賽中

奪得四個獎項。

VEX IQ的比賽，除講求個人操控機械的技術外，
更講求與對手的合作。

比賽前來張大合照。

順利完成賽事
獲得三等獎。

每次比賽，同學都全力以赴，是次為
閩僑中學mBot循線比賽。

一個別開生面的比賽，同學透過編程，好叫mBot
盡快把對手擊倒的「死亡編程大賽」。

同學在「死亡編程大賽」中勇奪季軍。

同學拿著自己的戰車，準備一較高下。

同學運用即場所學的概念，利用

氣球推動光碟移動。 校外
活動花絮

經過一年的努力，終於在眾多隊伍中勇奪亞軍。

X Car

VEX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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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為了增強學生對常識科及中國飲食文化的認識，本校
於上學年舉行了「校園智多星」常識問答比賽，同學們
非常投入比賽。

而為了提升同學的環保意識及科技探究的能力，本校
於本學年上學期亦有多個常識科活動，表列如下：

日期 活動

九月六至十一日
一至六年級學生參加第七屆全港學生

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個人賽）。

九月十一日 四年級學生參與「水資源」講座。

九月十四日 四年級學生進行校內「水資源」調查。

九月二十三日 4E班潘芊男同學參與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並榮獲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三等獎。

十月七日 六位六年級學生參加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團隊賽）

十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位三年級學生到可觀中心進行「探索大自然」的戶外學習。

十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日
一至六年級學生進行「一人一花」活動。

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七位四年級學生到可觀中心進行水「知」源的戶外學習。

十一月十一日 環保大使參加了「基礎環保章」培訓，到西貢橋咀洲作實地考察。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年級學生到文理書院進行ＳＴＥＭ活動——推糞蟲。

十二月十五日 六年級學生將會到文理書院進行ＳＴＥＭ活動——太陽戰車。

一月三十一日 二年級學生將會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香江童玩」展覽。

二月二日 二年級學生將會進行ＳＴＥＭ活動——環保動力車。

大家齊心合力製作「推糞蟲」參加比賽，結果雖然輸了，但仍雖敗尤榮。環保大使非常認真地聆聽導

師講解岩石的形成。

四年級學生在可觀中心小心翼翼地製作濾水器及進行測試。

同學參與「一人一花」活動，大家歡天喜地拿着花苗回家栽種。

三年級學生在可觀中心進行分組活動。

精靈一族正在討論怎樣去節約用水。

大家聚在一起和熊貓一起拍大合照。

同學們經過激烈的比賽後終於獲獎。活
動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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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為發揮同學的個人潛能，本校於上學年舉辦了

多個音樂科活動，包括高低年級音樂會、「Sing 
Sing Sing大比拼」和「樂韻播萬千音樂會」等，為
同學提供了表演機會，增加自信心，更學懂如何欣
賞及尊重他人。

本年度的音樂科活動同樣多姿多彩，除了繼
續舉辦的音樂分享會和歌唱比賽外，十二月會

進行聖誕點唱，一至三年級同學會進行自製
樂器比賽，四至六年級同學則進行樂句創作
比賽。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呢！

參加「Sing Sing Sing
大比拼」的同學演出十
分投入呢！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舉行。
低年級音樂會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十七日舉行。

一齊為比賽而努力，彼此
友誼都邁進一大步！

無伴奏樂隊同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代表本校參加英文民歌比賽，出發前來個大合照。

無伴奏樂隊的同學都十分享受這歌唱的演繹
方法，上堂時時都表現得相當投入。

為了比賽時有更好的表現，同學們
都爭取時間努力練習。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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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體育科舉辦了多項活動，其中包括邀請香港精

英運動員袁啟禮先生親臨分享運動心路及人生經
驗，希望學生從中得到啟發，將運動的正能量轉化
為積極學習態度，展現活力高飛，成就美好人生！

精英運動員分享

香港精英拯溺運動員袁啟禮先生 
到訪本校，並與師生合照。

學生運動員擔任小記者。

力量的表現，努力的成果。 藉著分享豐富的國際賽經驗，
希 能夠令同學大開眼界。

我們獲贈多張由袁啟禮先生
親筆簽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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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安全訓練計劃及單車訓練班

繞過障礙，考驗一下個人技術。

能夠在廣闊的校園踏單車，這體驗令人難忘。

單車訓練班

學生親身體驗踏單車的樂趣。
何兆麟教練講解騎單車時所需配帶的安全裝備，讓學生安全地體驗騎單車的樂趣。

隨着近年「共享單車」的熱潮席捲香港，每逢週末假日，騎單車成為其中一項較受歡
迎的親子活動，但涉及單車意外的數字卻有上升的趨勢。香港騎單車的人士普遍沒有接受
正式訓練，當中的意外多半是由於騎單車人士的個人技術及疏忽所引致。有見及此，本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開始，參加由香港警務署港島交通部道路安全組及道路安全議會推行的
《單車安全訓練計劃》，並邀請專業教練到校作單車運動示範及舉辦單車訓練課程。以上
活動皆由專業人士講解騎單車時所需配帶的安全裝備、騎單車的基本技術、單車相關法
例、路標及觀察路面情況的方法及為學生評估單車技術，讓學生掌握操控單車的技能，享
受騎單車的樂趣之餘，希望能提高他們對道路安全的意識及促進道路安全，實踐「路上零
意外，香港人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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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排球體驗日

動作技能發展現況評估
看我的本領！

先禮後兵！對面的同學準備接球。

一眾學生初次接觸
輕排球。

教練逐一示範，
讓同學清楚了解
輕排球的特點。

學生用心聆聽測試的內容。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的專業團隊

為學生的動作技能發展現況作詳細評估。

學生投入測試
測試平衡能力

輕排球運動是一項適合各年齡層人士參與的新興運動。由於輕排球
具有體型大、重量輕、質地軟、彈性大、速較慢、易控制等特點，故本
校於去年六月引入這項深受大眾歡迎的運動項目。

本校於去年三月至七月期間獲邀參與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一項推廣本港學童多做運動
的計劃。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教授、教育心理學系教授、兒科醫生、高級物理治療師及
資深小學體育教師組成了專業團隊，希望透過這個與家校合作的計劃，向學生推廣多做運動的好
處，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身心全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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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足球賽

師生足球活動凝聚師生感情。

勇往直前，足球如此，人生亦然！

畢業班得獎生與校長合照。

射死角，唯有撲！

獅子撲兔，誰與爭峯。

拉弓一腳，
守門員，小心啊！

為了提供一個互相切磋足球技術的機會予畢業班學生及老師，並加
強彼此對學校的歸屬感，體育組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了四場
「六年級小型足球比賽」及一場「師生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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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

為要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以及建立
關愛、團結的班級文化，視藝科老師帶領各班
學生一起設計屬於他們的吉祥物。每一個吉祥
物都是由學生精心創作出來的，每份作品都能
表現出各班的特色。以下就是他們的作品，讓
我們一起分享箇中的成果吧！

1A

1B

1C

1D

1E

2A

2B

2C

2D

2E

3A

3B

3D

3E

4A

4B

4C

4D

4E

5B

5C

5D

5A

5E6A

6B

6C 6D 6E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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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逢星期三是「普通話日」，「普通話大使」會在

小息時用普通話跟同學交談，並在第二小息設攤位
遊戲，讓一至三年級同學在活動中學習語音知識。
此外，各班科長於午膳後個別聆聽同學朗讀順口
溜，以提升同學朗讀普通話的能力。

「普通話大使」在小息時用普通話跟同學交談。

同學都十分踴躍參加逢星期三第二小息的攤位遊戲。

各班科長於午膳後個別聆聽同學朗讀順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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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眾多家長的支持，本學年成為
「故事姨姨、故事叔叔」隊伍，在週
五課外活動「故事大本營」到一、二
年級講故事，學生一邊觀看話劇，一
邊學習待人處事。

故事大本營

活圖 書

(一)校本閱讀計劃

本學年的閱讀
獎勵計劃名為「閱
讀黃金屋」，取材
自《勸學詩》名句
「書中自有黃金屋」。
校長亦在開學禮當日與同學分享閱讀
心得，勉勵同學要多閱讀。

愛官學子愛閱讀 (二)閱讀快車

鼓勵小一至小二同學逢星期三、五在課前於有
蓋操場閱讀自携圖書，與同學分享閱讀的樂趣。

(三)午間齊齊讀

本學年舉辦「午間齊齊讀」班際比賽，鼓勵同學們利用午
飯後閱讀，既可調劑上午緊湊的學習氛圍，又可享受文字帶
來想像空間。

午讀音樂響起，同學們都會安靜閱讀。

於9月18日早會宣傳本學年舉行

「午間齊齊讀」比賽。

「午讀龍虎榜」每個月更新。

小一小二學生都愛在課前安坐閱讀。「閱讀快車」的日子都有圖書館大使當值，巡視及獎勵閱讀的學生。

「故事大本營」隊伍，陣容強勁。
家長們與學生樂也融融。

崔校長全力支持「故事姨姨、故事叔叔」。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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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書

崔校長全力支持「故事姨姨、故事叔叔」。

(四)好書獻給你

二至六年級同學透過粵語、普通話和英語，向全校同學
分享閱讀的心得，推廣閱讀風氣。

5A陳紫程、葉嘉怡、李佳茵分享《換心店》

6D冼汶萱 分享 《冒險小虎
隊綠衣鬼怪之空屋炊煙》

6D蔡永希 分享 “Summer 
of the Serpent”

6E羅倩彤 分享 《騎鵝旅行記》

6C黃樂恒、鄭忠賢 分享 “The Catkid”

6A黃卓琳、盧怡心 分享 
“Alice in Wonderland”

6E譚敖一、Hanifa 分享 
“Night-time Tales”

6C麥詠殷 分享 《那個
叫安徒生的男孩》

6B徐子晴 分享 
《迷失歲月》

6A白晞妍、徐柔靜、余皓雪 分享
《最不可思議的科學未解之謎》

2C 陳諾愉 分享 《動物小百科》

2A 譚晞霖 分享 “FROZEN THE 
REINDEER FRIEND”

6B梁譯文、黃鍾泰 分享 
“The Astrosm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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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經過多年籌備，電腦科終於正式踏上電子教學的步
伐。從此，孩子們書包裡面少了一冊課本，只要記着
帳號和密碼，就可以接通電子課本，隨時隨地學習。

當然，接觸新事物都需要逐步適應，老師們以身作則，花了許多時間重新編排教學，掌握電
子教材的運用，再為孩子設計評估，按部就班，希望同學們都能得益。

電腦堂的改變的確真不少，或許高年班的家長們聽到
孩子在學習SCRATCH，在編程操控mBot。其實，這些
都是近年大受歡迎的電腦科課題——學習編寫與電腦溝通
的程式。

世界各地，每天有數以千計的學生作品在網上分享和發
佈，說不定我們的孩子也可以設計出令人驚喜的作品呢！

上網學習必需具備正確態度，資訊素養的教育相當重要，

老師從相關講座中獲得寶貴數據和資訊。

mBot機械車的吸引力強大，足以令同學們投入研究，愛不釋手。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2017」，
為環保出一分力。

iPad既然可以拍攝和剪輯影片，就讓
我們好好發揮，來個多角度攝錄。

勤有功，中文輸入法的基礎一定要在小學階段打好。

四年級同學個個都是數碼編程SCRATCH專家。

「優秀網站選舉2017」的宣傳和收集工作，
同學們樂於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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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校外學生比賽得獎記錄(上學期)

各 校科 外及內 校 賽比

2017小學生創意閱讀及寫作大賽
最佳參與學校獎
中文閱讀報告組-
初小文字組(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3B李梓俊

專題閱讀報告組- 
《飛躍青春》高小文字組(小四
至小六)優異獎

6C蔡曉妍

第十三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團體賽季軍 2B梁倩彤 2B唐啟邦

2C徐冠華 2C葉灝森
2D蔡殷 2D伍敏菲

學界環保獎勵計劃-綠色生活自拍比賽
傑出獎 3C俞霆亨
優異獎 2A古天朗 2B唐啟邦

2C陳星渝 2C蔡子濤
2D黃浚然 2E何明軒
2E李愷藍 4B冼芷蔚
5D施燦霖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
三等獎 4E潘芊男
全港小學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5A楊懷堃 6A盧怡心

6B吳詠恩 6C周柏琦
首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第一回合優異奬 3D賴永然

首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首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裝置工程藝術獎)

4A朱嘉慧 4A劉柏傑
6A余皓雪

JSIT死亡平台編程大師賽(中小學組)
季軍 4E潘芊男
香港嘉諾撒學校陸運會女子友校4×100米接力
第八名 6A黃浩怡 6A謝芷柔

6B徐家怡 6B陳旨柔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週年運動會女子友校4×100米接力邀
請賽
亞軍 6A謝芷柔 6A黃浩怡

6B蔡嘉琳 6B徐家怡
6B陳旨柔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週年運動會男子友校4×100米接力邀
請賽
第四名 6C梁國政 6C施啟德

6C黃志豪 6E王豪鋒
第五屆慈幼盃小學足球邀請碗賽
冠軍 2A梁知行 3A洪漢銘

3B崔峻銘 3C何朗曦
4D杜汶灝 3D呂偉正
4C張傲程 4D譚銘豪
5A郭冠希 5A麥棋昌
5C周錫豪 5C梁文籍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F組60米(6-9歲)
亞軍 4C梁皓軒

2017-2018校內學生比賽得獎記錄

English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Primary 1-2)Winner 2AKu Ethan Spencer

(Primary 1-2)First 
Runner-Up

1C Leung Chi Chun, Calbee

(Primary 1-2)
Second Runner-Up

2D Ng Man Fei, Miffy

(Primary 3-4)
Winner

3A Sin Man Wai, Agnes

(Primary 3-4)First 
Runner-Up

3C Chen Cho Yi, Candy

(Primary 3-4)
Second Runner-Up

4A Li Lok Sum, Caris

(Primary 5-6)
Winner

5A Sin Man Hin, Desmond

(Primary 5-6)First 
Runner-Up

6A Tseng Fai, Alvin

(Primary 5-6)
Second Runner-Up

5C Tam Yi Ching, Jasmine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組)

初小組冠軍 1E陳靜璇

初小組亞軍 2A馮凱婷

初小組季軍 1D盧永熹

中小組冠軍 4B吳睿禧

中小組亞軍 4A李樂心

中小組季軍 3B劉穎桐

高小組冠軍 6B蔡嘉琳

高小組亞軍 6B徐家怡

高小組季軍 6A盧怡心

下學期學業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D王子睿 1A丁泓曦 1D蔡瑋

二年級 2E岑浚熙 2C麥騫予 2E王家盈

三年級 3A蔡晉曦 3A翁富溢 3A李樂心

四年級 4A王家熙 4A黎正賢 4A黃銳霖

五年級 5A陳忠熙 5A吳羽騫 5A郭栢榮

六年級 6A文彥博 6A侯珮詩 6A符春欣

2016-2017學業獎、進步獎及操行獎

年終學業獎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年級 1A丁泓曦 1D蔡瑋 1B黃富翹

二年級 2B趙予然 2E岑浚熙 2C麥騫予

三年級 3A李樂心 3A劉柏傑 3C蔡銘浩

四年級 4A黎正賢 4A王家熙 4A楊懷堃

五年級 5A陳忠熙 5A吳羽騫 5A郭栢榮

六年級 6A文彥博 6A侯珮詩 6A符春欣

班別 進步獎 操行獎
1A 古天朗 黎倩希
1B 馮奕元 吳穎霖
1C 林仁亮 陳諾愉
1D 陳潔權 區樂童
1E SUDAIS 伍梓謙
2A 陳敬宗 羅湞淇
2B 余子鴻 趙予然
2C 吳斯朗 麥騫予
2D 石康永 冼文蔚
2E 梁湘玉 岑浚熙
3A 鄭嘉儀 李樂心
3B 邱柏昊 劉滶軒
3C 尤坤銘 蔡銘浩
3D 陳萃敏 麥寶熙
3E 王鈞譽 施伊凌

班別 進步獎 操行獎
4A 王家熙 黎正賢
4B 陳忠翔 吳梓鋒
4C 林浚生 蘇棋鋒
4D 李鋮堃 譚漪晴
4E 何梓晴 周嘉琪
5A 陳忠熙 陳卓琳
5B 高肇廷 龔思怡
5C 王樂謙 陳雅柔
5D 李嘉浩 蔡典璋
5E 冼慧嘉 徐家怡
6A 羅志銘 符春欣
6B 伍俊雄 鄭依錡
6C 楊永勤 何宇晴
6D 黃文謙 陳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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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校本 友校

2015年畢業生陸建宇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經離開了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差不多三年了，現在我是皇仁書院中

學三年級的學生。

回想在愛官六年級的學校生活，彷彿是昨天的事，畢業時我的內心不免交織着開心和為
能否適應新的學習環境而擔心的心情。三年的光陰，不長也不短，這三年來，我已經由一個
剛從小學畢業的學生，變成一個要為選科而煩惱的中三學生了。

回想愛官，我第一時間就想起了母校那幢簇新和設備完善的校
舍，還有那面對着無敵大海景和舒適的學習環境，真使人心曠神
怡，津津樂道。

當然，我也要衷心感謝以往教導我的各科老師，在他們循循善
誘的教導和鼓勵下，使我獲益良多，也使我由一個頑皮的學生，得
到啟發，從而變成一個努力學習和發奮上進的學生，因此我也能成
功入讀自己心儀的中學。

最後，我藉着這個機會再次感謝母校和老師對我的悉心栽培和
勉勵，同時我也希望各師弟師妹能努力學習，為自己和母校爭光，
並祝願校長、副校長、主任、老師和其他工作人員身體健康，校務
蒸蒸日上。

Wu Cheuk Lam, Charlie graduate in 2016

“Time past by in a blink of an eye”.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I have graduated from ABGPS for one year already. I'm 
now a Form 2 student in Belilios Public School.  

When I first entered BPS, I found that all the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were considerate and nice. As a result, I 
adjusted to the new environment quickly.

Besides, the increase in workload and the number of 
subjects are big challenges for me. The time staying in 
school becomes longer, and the spare time decreases 
relatively. As the school campus is located in Tin Hau, it 
takes me longer to get to school. Everything changed and 
they are the milestones that mark my improvemen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alma mater sincerely for all my 
achievements these years. I could not have entered BPS without the 

teachers' help. I also wish all the ABGPS students luck in entering their first-choice 
secondary schools.

為了讓畢業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拉近彼此距離，並能掌握母校的資訊及發展，
以及向學校反映意見，本校已於臉書建立了一個群組，歡迎各校友踴躍加入。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 渣華道官立上午/下午小學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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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勉友 訓

2015年畢業生陸建宇

Wu Cheuk Lam, Charlie graduate in 2016

2007年畢業生蔡溢
16年前，我進入愛秩序灣官立小學；10年前，我畢業於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小時候，我想

過當體操運動員、足球員、工程師、演員……卻從來沒有想過有可能會當一位老師。然而在這不
長也不短的十年間，來來去去，曲曲折折，兜兜轉轉，我在5年前考完公開試後，就入讀了香港
教育學院體育系。命運開始一步一步地帶領，讓我與教師這角色走近。

六月，陳嘉榮老師——小時候與我關係最要好的老師——告訴我，收到了香港教育大學的信
件，準備給我回來母校實習。我想：現時我家住烏溪沙，實習期間的六個星期，我要每天六時起
床，花一個半小時公車回校，想起來也感到有點疲累，可是心底裡實在是充滿著期待的，因為可
以回到母校工作，與以前的老師一起，感覺十分奇妙呢！

十月，終於開始第一天的實習。我回到母校，開始跟從自己一直崇拜的陳嘉榮老師和關建華
老師學習當體育老師，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在以往做學生時，從來不准進入的教員室遇
上昔日教導過自己的老師，還有對我影響至深，我小六的班主任——麥鳳儀老師，令我感到十分
興奮。如果當年不是她建議我升讀培僑中學，這一刻我的人生已經完全不一樣。我可能進不了大
學，可能不會成為一位老師，更不可能坐在這教員室寫這篇文章。當年上課的情節，有些仍歷歷
在目。時隔多年，第一天再見到他們，更來了一個身份大轉變，從表情上看得出他們對於我的回
歸或多或少都感到有點驚訝，卻又好像帶著一絲欣慰似的。畢竟，當年的我成績只算中上，操行
又不是特別好，只是算有一點點的運動細胞，既升讀不了最理想的中學，更遑論有可能成為一位
老師。

於我而言，教師從來不應只是一份職業，而是一份使命。教師手上的，並不是一疊衣服，一
堆廣告，或一碗飯菜；教師手上的，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小孩和青年。他們未來，並不是要成
為一件貨品，或一碟小炒，而是要成為地球上的公民。教師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會影響着學生的
思想、行為，影響着學生的成長，影響着未來的社會。所以，我一定會做好老師這個角色，讓我
的老師為我而感到驕傲。

我很慶幸能回到愛秩序灣官立小學再次
學習，再次感受校內的一草一木，學生的一
顰一笑。雖然我與學弟學妹相處的時間不
長，可能這文章出版時我已結束了實習期，
但希望各位學弟學妹能感恩老師的教誨，母
校的照顧。現在，以師長們為榜樣；未來，
令他們感到驕傲。

2016年畢業生郭梓鋒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已畢業兩年，現就讀港島民生書院中學二年級了。

回想起剛剛入讀愛官時，我面對陌生的環境，又遇上不少挫折和困難，但都與同學們一起度
過了，因此大家的感情特別深厚。在三年級時，我參加了奧數班。起初，我不知奧數是甚麼，但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我開始對奧數有所認識，更產生了學習的興趣，並取得獎項，使我對學習
數學的興趣日溢濃厚，並充滿自信。在這，我真要多謝老師給我的機會，令我畢生受用。 

升上中學後，難免要面對新挑戰，但幸好我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彼此一起學
習。老師也鼓勵我們打好基礎，學習不同方面的知識，擴闊視野，提升我們解決困難的能力。現
在，我正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呢！ 

各位師弟師妹，你們也不要忘記老師的教導，要努力學
習，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啊！

最後，我十分感謝張校長，兩位副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包容，使我獲益良多。我永不會忘記愛官——培育
我愉快成長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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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校園閱讀風氣及
響應環保，本會在九月二十
日至二十九日舉辦了「圖書
回收計劃」及「捐贈及領取
舊校服計劃」，反應踴躍。
圖書館老師已檢閱圖書的內
容及程度，安排到合適的課
室給學生閱讀，優化課室圖
書。委員已於十月將回收得
來的舊校服轉送到有需要的
家庭。

回收活動

本會獲得東區區議會及東區
民政事務處贊助約500張電影戲
票，於一月十三日及二十七日兩
個周末在L Cinema，為家長及同
學舉辦「東區合家歡電影欣賞活
動」，大家一起欣賞「柏靈頓 2」
及「星球大戰2:最後絕地武士」，
共享一個輕鬆的周末。

東區合家歡電影欣賞活動

親子電影欣賞

家長及學生首次參與親子電影，大家十分興奮。

本會獲得香港青年協會讚好校園及國藝影視製作有限公司贊助，於九月三十日 ( 星 期 六 ) 到
L Cinema舉辦「親子電影欣賞」，174位高小的學生及家長欣賞冼國林首次執導的《我們的6E
班》，是一部探討社會及校園共融的勵志電影，講述中學這個小社區內的種族融和話題，一班
來自不同國籍，不同家庭背景的年青人面對人生中不同的考驗，衝破障礙，振翅高飛。當日更
安排兩位主角到場與家長、學生互動，場面熱鬧。

在《我們的6E班》 飾演小崗的阮頌揚及飾演訓導主任
的周嘉莉也到場與愛官學生合照留念。

教家 活會

在觀看電影前的大合照。

家教會義工先將回收得來的舊校服分類，再分配給有需要的家庭。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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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合家歡電影欣賞活動

為營造融洽的家庭樂，本會很榮幸邀請了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車淑梅小姐於十一月十八日主
持家長講座「與孩子快樂成長」，現身說法分享其與子女相處的獨到心得，與家長探討如何能
令孩子快樂地成長。當日有接近二百位家長出席，場面熱鬧。在講座進行期間，本會亦舉辦了
「樂高創意拚砌活動」，讓學童透過拼砌LEGO解決難題，以增強他們的合作性及溝通能力。

「與孩子快樂成長」家長講座

為讓學生學習欣賞大自然和認識鳥類，進一步了解人類、野生生物和自然環境的密切關係，
體會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從而培養對自然的關懷。本會邀請資深觀鳥者郭志泰校長擔任導師，於
十一月二十五日帶領40多位家長及學生到塱原進行親子觀鳥考察。塱原是香港新界北部的一片
淡水濕地，位於上水的燕崗、松柏朗及河上鄉一帶，佔地25公頃，是除了米
埔之外的候鳥主要停留之地。現時仍設有種植通菜和西洋菜的濕農田，以及
紅蟲塘、荷花池等淡水塘。這些地方形成各式各樣的小生境，吸引一些喜愛
淡水濕地及開闊地方的鳥類。當日我們觀察了不少有趣的雀鳥，也認識了許
多常吃的蔬菜。         
   　

親子觀鳥活動

 全體出席的家長與淑梅姐一起拍照留念。

同學們透過砌積木去解決情境上的難題，不亦樂乎！

 校長與主席送贈
紀念旗予淑梅姐。 
 

大家樂意交流心得。

郭校長悉心教導大家觀賞鳥兒。

透過觀鳥活動，大家都感受大自然的恩賜，也增進親子關係。

活會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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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衷心多謝大家的支持，本人很榮幸能夠繼續成為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轉
瞬間，大兒子已經畢業，這些年來多謝家長們的寶貴意見，在校長和老師們的共同努力下，
校園生活更充滿活力和愉快。

本會的宗旨是家校合作，有賴一群熱心的家長委員，他們不計較地付出，會務才能得以
順利推行。今年度首次在六年級推行新的「分飯」方式，目的是
減少廚餘，令學生食得更健康及環保，與此同時有一些家長義工
不辭勞苦地協助午膳分飯工作，在此向他們說聲多謝。

本年度家教會將籌備多項不同的活動，希望各位家長能繼續
支持和參與本會的活動。家教會是一個大家分享心得及互勵互勉
的平台，歡迎大家提供寶貴的意見，使我們可以改善不足之處，
令小朋友能在學校中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寄主 、語席 任新

家長教師會主席 黃志君女士

大家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令我今年能再度成為家教會委員！

今年會繼續與同學校緊密合作，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活動，並歡迎
提出意見。

家長委員 陳潔瑩女士(2B 黃富翹家長)

大家好，我很榮幸成為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成為學校、學生和
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

作為小一的家長，我會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協辦學校活動，為孩子們出
一分力！

家長委員 何詠珊女士(1A 楊卓桐家長)

多謝大家的支持，有幸成功連任新一屆家教會委員。我希望透過協辦
學校活動及參與義工服務，例如成為故事姨姨及午膳家長義工，加強家長
與學校的溝通，以配合學校的發展政策，並更加了解學校的發展方向。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家校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教育潛能。

家長委員 楊嘉廸女士(2C 鄭栢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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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任新 家 員 紹介委

本人十分感恩，能夠得到家長們的認同，成為家教會家長委員，繼續
為大家服務。

在這幾年間，透過家教會舉辦不同的活動而認識了很多家長，相信家
長都明白，家教會擔任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是要成為家長和學校之
間的溝通橋樑。正所謂「學校是我家」——一個可以和子女一起學習，一
起成長的家。在這裏，大家均為學生的成長付出不少努力，希望各位家長
能支持家教會。

家長委員 潘翼翔先生(4E 潘芊男家長)

大家好，我十分榮幸繼續成為家教會委員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
表，真是十分感謝各位老師、家長對本人的信任和支持。

過去幾年在家教會工作，令我更加了解家長教師會的運作，更讓我深深
體會到團體精神和真摯友誼的重要性，校長、老師和家長委員的真誠合作，
無私的付出，令我十分感動，希望我們攜手促進家校合作，共同為培育學生
的成長而努力。

家長委員 蔡麗芳女士(3D郭梓鍵家長)

本人十分榮幸能成為家教會委員，我定當盡力為大家服務。在未來日
子，希望通過不同的家教會活動，令我更加了解學校。我慶幸與其他家
長義工一同參與家教會會務。委員們熱心投入，互相幫助協調，為我們的
小朋友舉辦不同的活動，這種融洽氣氛令我體會到家校合作親切溫馨的感
覺。希望各位家長能支持家教會。

家長委員 陳敏兒女士(2D 李宜菲家長)

能夠為大家服務，本人深感榮幸。雖然只是擔任小小的職務，但在主席帶
領下，各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在過去數年間，透過在「家長聊天站」與各位
家長聊天，由當初充滿疑慮像青苗般的家長，漸漸成長為替他人解開疑慮的委
員，實在感到高興。最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祝同學們校園生活愉快。

家長委員 林海晴女士(2D蔡殷/4B蔡璿家長)

先感謝家長和老師的信賴！今年可繼續為家教會出一分力。本人是個在職
爸爸，抱歉未能投入所有義務工作，但會堅持初心，做好崗位，跟大家一起學
習和成長。

候補家長委員 唐日昌先生(2B唐啓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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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順利舉行，當天有不少家長和同學一同出
席此盛會。在會員大會中，主席及司庫分別進行會
務及財務報告。之後便是競選新一屆家長委員的環
節了，經過投票後，新一屆家長委員順利誕生。會
員大會後，本校安排了茶點時間，讓家長和教師在
輕鬆的氣氛下互相溝通，增進情誼。

八第 家屆十 會教長 師 員 會大會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榮譽顧問 崔家祥校長、鄧中維先生
主  席 黃志君女士
副主席 鄧志強副校長
秘  書 馮偉文主任、潘翼翔先生
司  庫 何佩珊副校長、林海晴女士
出  版 劉惠珍老師、何詠珊女士
學  術 陳曉筠主任、楊嘉廸女士
康  樂 關建華老師、蔡麗芳女士
公  關 何韻祺姑娘、陳潔瑩女士
總  務 陳嘉榮老師、陳敏兒女士
候補委員 鄺綺微女士、唐日昌先生
義務核數 諸教倩女士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順利誕生了。

獲得「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獎項的同學們，你們要繼續加油啊！

各位家長義工，謝謝您們對學校的貢獻！

為了表示謝意，崔校長聯同榮休校長張俊珊校長，以及榮譽顧問鄧中維先生致送感謝狀予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卸任委員。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十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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