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惠珍校長

數字是何等奇妙，0 至 9 能拼砌出不同數值，也能標示不少重要時刻。

2018 年 9 月我重回天官小這個大家庭，由昔日的教師
身份轉換成校長一職，重遇創校初期的黎淑珍主任與陳珮珊
老師，二人仍是往日般勤於教學及關愛學生。

暑假過後，校園更添熱鬧；十六位新老師和百多位小一
同學伴隨我踏進校園。9 月是新學年之始，班主任與學生共
同訂定課室約章，商討各人的職務……忙個不休。

鬧哄哄的校園怎可沒有學生的參與？ 130 多位領袖生
及 50 位小老師協助老師照顧同學，在服務他人時也能盡展所
長，獲益不淺。說到獲益，不得不提助人為樂的五年級開心小義
工計劃。整項計劃滿載同學、班主任和社工的心思與心力，眾人
一起為義工服務進行學習、討論、演練等，最後贏得多方的讚賞
和肯定。

校園生活多姿采，10 月公益金便服日、11 月學校旅行，及
至 12 月周年陸運會和聖誔聯歡會，會否是你的難忘時光？

1 月份跨學科學習日「學教萬花筒」絕對是我的選擇。在這三天裏，全校老師為學生
籌備 6 個主題，進行探究式學習，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歷程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培養學生
的科學探究精神，實屬難得。

學習非止於正規課程，四年級餐桌禮儀訓練讓學生嚐美食兼習禮儀，4 月 4 日開心閱
讀日的「漂故事行動」，讓學生從「讀者」進階至「作家」，還有 4 月中旬的杭州文化之旅，
好不熱鬧！

天水圍官立小學創校於 1995 年，能擔任天官小的第 8 任校長是我的福氣，感謝和欣
賞教職員的參與和協助，讓校園生活豐盛滿溢，惠澤同學。

的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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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來天官陳慧玲主任

大家好，我是陳
慧玲主任，主要任教數學和

常識科。在學校，我除了能聽
到同學們琅琅上口的讀書聲以外，

也常聽到大家在課餘時發出像銀鈴
般的歡笑聲，加上一張張親切又可
愛的笑臉，令我很快便融入這個大
家庭。希望在未來日子能與同學們
一起體驗愉快又充實的校園生活。

李俊傑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
俊傑老師，本學年擔任 2B

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數學科與
常識科。很高興能夠加入天水圍官立

小學這個大家庭！ 在過去的短短數月，
天官小學生給我的印象是活潑、有禮，同
學們積極投入課堂之中。能夠看見同學們
一天一天地慢慢成長，給予我最大的動力
和鼓舞。希望本學年能夠與各位同學一
起成長和進步，共創
豐盛的一年，留下美

好回憶。

杜敏端老師
大家好，我是

杜敏端老師，主要任教
中文科及視藝科。只是短短

的幾個月，我就發現這裏不但
有優秀盡責的教學團隊，還有
聰穎善良的同學，大家合力營
造了理想的學習環境和積極
進取的氛圍。能夠身處其

中，令我感到很高興。

杜詩韻老師
大 家 好， 我 是

杜詩韻老師，今年主要任
教英文科。回想起開學當天，

一踏入天官小校門，覺得十分陌
生。經過與同學們的相處，他們
純真和快樂的臉孔，令我感到親
切。我在此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愉
快地度過小學生活。

胡
愷茵老師

各 位 同 學 好，
我是胡愷茵老師。今年很

高興可以加入天官這個大家
庭。面對新環境、新挑戰，我很
高興能認識一群互愛互助、熱心
助人的好學生。同學們課堂上積極
主動的表現，亦令我倍感鼓舞。
希望在這未來的日子裏，能盡

我所能，貢獻學校，與同學
們一同成長。

梁惠嫦老師

初 踏 入「 天 官
小」，即被門外那幅大型

壁畫所吸引，圖畫裏穿着校服
的小主角真活潑可愛——究竟這

間學校的學生是不是一樣的呢？
「老師早晨！」「老師早晨！你是新
老師嗎？」一張張微笑着的小臉兒
親切地向我打招呼，讓我感覺到很
快便可以融入這個大家庭，謝謝

各位可愛的同學們。

梅浩庭

老
師

大家好！我是梅
浩庭老師，能夠加入天官小

這個家庭感到十分高興。希望能
夠在未來的日子當中，我們能夠彼此

認識更多，讓我們互
相學習及成長。盼望
我能夠在日後讓同學
更熱愛運動，令大家
發揮所長，健康茁壯
的成長。作為未來棟
樑的天官小學生，

希望老師日後能
看見你們貢獻

社會！

陳桂芬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
好。我是陳桂芬老師，是今

年的「新」老師。其實，我也算
不上是新的老師——三年前我也曾經

在這裏任教。回想今年開學初期，許多
親切的臉孔和燦爛的笑容向著我說：「你
是不是陳老師呀！」聽到你
們這樣說，我內心真的充滿
喜悅。天官小學生就是這
樣天真、活潑又念舊。希

望你們一直健康成長，
也保留住心中這些善

美的品行。

温靜文老師

劉祉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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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來新老師
杜敏端老師

梁惠嫦老師

陳啟華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
啟華老師，本學年擔任 3C

班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科和常
識科。天官這個大家庭，給人一種

既純樸無華又親如摯友的情感。那種
純樸來自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孩，而親密
源於一班摯友。但願這
種感覺能持續下去，猶
如「天官小、天官小」
之聲不絕於耳，既能

振奮人心，又能燃
點新的明天。

陳淑貞老師

各 位 同 學， 大
家好！我是陳淑貞老師，

本學年擔任 5B 班的班主任，
主要任教英文科。在過去的幾個
月，很欣賞同學們的純真活潑、
樂意學習的態度，令我很享受校
園的生活！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同學們都繼續積極學習，每天

都能「開開心心來上學，
快快樂樂回家去」！

陳

瑞
安老師

大家好，我是
陳瑞安老師。很高興加入

天官小這大家庭。今年我任
教一、二、六年級，他們都是
一群活潑可愛的孩子。這裡的老
師都十分友愛，很期待與他們一
齊為孩子帶來快樂充實的校園
生活，也期待與孩子們一齊

學習、成長！

温靜文老師

大家好，我是温
靜文老師，主要任教視覺藝

術科及數學科，很高興加入天水
圍官立小學。每科都有它精彩而有

趣的地方，幸運地我能透過教授視覺藝
術，與同學分享創作與學習藝術的樂趣，
每當與學生一同創作的時候，讓我經歷一
個個不同的創作旅程，期望能一直見證
他們的進步和成長！

劉祉欣老師
大 家 好！ 我 是 劉

祉欣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天
官小這個大家庭。在這短短的數

月間，我已深深感受到
天官小帶給我的温暖。

我很享受跟同學們相處的
美好時光，大家在課堂上
都積極探索知識，而課後
都是活潑好動、樂於助
人的好孩子。願天官小
的同學們在這個充滿

關愛氛圍的校園裏
茁壯成長。

廖
敏

儀

老
師

大 家 好！ 我 是
2A 班班主任廖敏儀老師，

很高興回來天官小這個大家庭。
今年度我主要教授低年級的學

生，但每當我在校內遇見高年級的同
學，我都會不期然的想：當年剛升上
小一的小不點已經長得比我還高了，不
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我呢？

如果你對我還有印象的話，不
妨和我說說話吧！

譚
穎賢老師

同學們，大家
好！我是譚穎賢老師。

我主要任教中文和音樂。記
得開學日那天，操場上的同學
們都對這位陌生的老師送上微
笑，使我感到你們的有禮和親
切。在此，我希望每位「天
官小」的成員都健康快樂。

在校園每處也聽到大
家的歡笑聲。

尤彩霞老師
大家好 ! 我是

尤彩霞老師，主要教授
數學科和常識科。很高興能

於今學年加入天官小這個大家
庭！同學們一張張充滿活力的
笑臉，都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希望在學生的成長中，陪

伴他們探索知識，協助他
們找出自己的興趣和

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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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長喜初 迎芽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年級新生和家長一起回校參加

「小一迎新日」。當天早上，家長到禮堂參加講座，先由校長向家

長致歡迎辭，然後再由副校長和各位主任講解學校的行政架構、課

程內容、教學模式和日常運作，讓家長對學校有進一步的了解。此

外，本校的學生輔導員更向家長講解不同的方法幫助一年級的新生

適應小學的生活。一年級的新生則留在課室裏，由班主任及副班主

任向他們講解平日上課的模式及課室常規，使學生能及早認識小學

的生活。當天超過九成家長出席是次活動，反應熱烈。

新

任的班主 心底話

親愛的 1E 班同學，你們好！歡迎你們加入天官小這個大家庭。很高興能成為你們的班主任，希望你每天
都歡歡喜喜上學去，愉快學習！在這裡，你們可能會遇到困難，不要害怕，我很樂意與你們一起解決。

希望你們能融洽相處，一起學習，快樂地成長，有一個開心的小學生活！

記得迎新日那天，你們初升小學那雀躍的表情，令老師感受到你們那期待的心情。雖然，當時大家仍處於迷
茫的階段，但仍能看到你們過去幾個月在各方面的進步。希望同學能在學校健康快樂地成長，品行優良，學有所
成。

大家好，歡迎一年級學生加入天官小這個大家庭，只是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同學們已適應小學的生活，在
自理及表達能力都有所進步。每天看見你們可愛的笑臉，老師工作都充滿動力。希望你們在老師和家長的陪伴
下，快樂成長。不論在品格上、還是在學業上都能結出美滿的果子。

感恩能夠成為小一的班主任，跟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時間很快過去，當初在迎新日戰戰競競、好奇張望的小朋友，已成為又乖巧又勤奮的小一學生。他們認真學習、
敬師愛友，每天展現着天真活潑的笑臉，虛心地學習新知識，把身邊的人都感染得充滿活力呢！

1B 班 何曉婷老師

1A 班 許依婷老師

1C 班 洪慧穎老師

1E 班 杜詩韻老師

大家好！光陰似箭，回想開學時，我特意燙了個新髮型，象徵新的開始，注入動感和創意。果然，舊同學
遇見我時，都能察覺到。在這新學年，我希望新的同學，喜愛學習，學會善於觀察，敢於創新和有探究精神。

1D 班 廖美顏老師

家長用心聆聽主任們介紹學校的教學模式及日常運作。

 學生留心聆聽班主任講解平日上課的模式及課室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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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小老師計劃已順利開展，共有 50 名已受

訓的四至六年級同學每天導修課到一、二年級課室為

同學服務，包括檢查家課冊及指導家課。這是難得的

機會讓高年級的學生與低年級的學生作縱向的聯繫。

大家好，我是6A班的黃

俊軒，擔當小老師隊長。小

老師的工作就是幫一、二年

級的小朋友檢查家課冊和教

他們做功課。而小老師隊長

的工作就是巡視小老師有沒

有當值。我對於能做到小老

師隊長感到很開心，這是我

的榮幸。

6A 黃俊軒

幼服務 小顯自信

樂於助人是一種美德。

從小，我就喜歡幫助別人，雖然
都是一些微小的事情，但是我還是會覺
得很充實。因為我覺得在幫助別人的同
時，不但得到了別人的尊重，自己也能
夠得到快樂。

我從四年級就當上了小老師，很榮
幸地被老師提拔成為小老師隊長。我會
幫助低年級同學檢查家課冊，看看其他
小老師是否有當值。每天當值的時候，
我總是掛着笑臉，因為看着每位學弟學
妹高興地做功課，我也倍感欣慰。

我會繼續努力，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同學，令同學做好功課和抄好家課冊。

我當了小老師超過三年。從四年級開始，我就下定決心當一個優秀的小老師。還記得第一次當小老師，一年級同學求助的神情；但如今晉升為隊長，又是另一種工作。
隊長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重大的職位。自十月以來，我一直在努力盡責，當一個優秀的小老師隊長。這份工作不單令我學會如何服務同學，還學會與同學合作的技巧。

6D 鄭泓翰 5E 李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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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盡領 展導
訓導組於 2018 年 9 月 21 日在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領

袖生訓練營，出席的領袖生約 130 人。藉著團體活動，建

立個人責任感，強化領袖生的團隊精神、紀律和處事方面認

真態度，同時增強領袖生的自我了解及與人相處的技巧。在

執勤技巧訓練中，透過不同的情景，角色扮演，讓同學從多

角度思考，解決日常會遇到的困難，灌輸領袖「十要十紀」，

提升領袖生解難技巧。

領袖生認為這次訓練使他們獲益良多，他們從中學習、

反思及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以面對日後的挑戰；並能讓同學

互相欣賞，增進友誼，得益匪淺。

九月二十一日，我參加了領袖生訓練日營，當天的活

動使我記憶猶新。

那天，老師帶領我和其他領袖生，到達烏溪沙青年新

村進行訓練。期間我學會了很多事情，例如︰處理事情的方

法，如何與同學互相幫忙，怎樣去克服困難等。

在進行活動時，我感到十分緊張，因為當時大家都爭分

奪秒地完成任務，當中我們遇到不少困難，不知所措，幸好

我們堅持下去，沒有放棄，終於把困難解決了。從這次活動

中，我領悟到要成功，需要有堅毅不屈的精神和團體合作。

作為一個領袖生，也是如此。我會多關心同學、尊敬師長，

並用恰當的方法處理事情，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領袖生。

那天的日營活動使我獲益良多，令我難以忘懷。

6E 郭俊亨

九月二十一日，陽光照着大地，十分燦

爛，我參加了一年一度的領袖生訓練日營，目

的地是烏溪沙青年新村，我們興高采烈地出發

了。

到了目的地後，我們便在營內進行多項

活動，從中學習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學會團隊

合作。隨後，我們分組一起討論在學校裏領袖

生需要注意的事情，從中獲益良多。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最後拍了一張大合

照作為留念。這次日營令我學會了領袖的知

識，以面對日後的挑戰。

5E 馮景朗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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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樂助人
本年度再次舉辦五年級開心小義工訓練計劃。活動在星期三生活教育課時段進行。每班均

有九節課堂訓練，讓同學認識義務工作精神、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及學習當義工的技巧等。期

間，同學還有兩次外出服務的機會，實踐所學。透過用心反思和計劃，同學們在第二次服務中

都有明顯的進步。整個計劃完結後，校方安排了嘉許禮。除了讓各班同學互相分享學習成果，

更重要是肯定每位同學的付出！

齊行善

5B

5D5C

5E

戶外訓練活動

5A

為探訪「老友記」
作準備

非常精彩的花式
籃球表演

把「老友記」逗樂

生動的歌唱表演

一起做紙碟花
細心地教小朋友摺紙飛機

協助「老友記」玩遊戲

你看，我們聊得多快樂

努力準備禮物中
我們一起做手工

一起玩遊戲 用心拉近距離

從活動中學習溝通技巧
我們真合拍！

細心教小朋友做手工

溝通和合作的成果

彼此分享成功的喜悅

用創意回顧得着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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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 2019 年 1 月 23 至 25 日一連三天以「學教萬花筒」為題舉行跨學科學習日。顧名思義，每級主題

各有不同：從自理出發，到探索身邊環境；從科學現象初探，到運用科學、科技、機械及數學知識進行科探活動。

全校師生在這三天忙得不亦樂乎，當中有許多的得着，就像萬花筒般千變萬化，目不暇給！

科學跨學 習日

一年級主題：自理智叻星

三年級主題：熱鬥一番

二年級主題：小小園藝師

《自理特訓開始了》 《自理之星愛整潔》-
自己的餐具自己洗。

《自理之星有禮儀》-吃菠蘿腸仔也要有儀態。

《自理之星有禮儀》- 你看！我學懂拿筷子了！

《自理智叻星誓師大會》- 我們準備接受挑戰了！ 

《自理之星大挑戰》-「自理智叻星」之名。

《VR 新體驗》: 在學校也能如置身世界各地公園呢 !
《我的夢想樹》: 同學們的得獎作品多漂亮 !。

《小小精靈逐個捉》: 我們已把六隻
小精靈捉回學校啦 !

《遊樂設施齊分享》: 看誰攀得高 !

《自製温度計》 《保暖瓶設計比賽》- 看誰的保溫瓶最保溫。

《冷熱泉》- 讓我們做一個公平的實驗。

《熱的對流：旋轉蛇》- 熱流出現時

會令我的蛇轉嗎？大家十分期待。

《活力的來源 - 熱》
同學們正在尋找答案。

學教萬花筒

《公園活動多姿采》: 齊來投票吧

《齊來投票選出心中夢想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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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主題：DNA 與我

五年級主題：太陽爐搭建

《VR 新體驗﹕橋上行》

《共建桁架橋》- 看我們分工合作，

體現團隊合作精神。

《橋樑承重測試》- 同學製作的桁架橋能托到 33 包飲品還屹立不倒。《最佳「建橋」選舉》- 同學正分享他們
的「建橋」心得和他們的得著。

學生自主研發設計太陽爐。

全級動員到戶外進行測試。精益求精，不斷優化及改良產品。

《美化工作坊》- 看我們的太陽爐
多漂亮和實用。 同學於班房內向同班同學介紹自己的作品。

太陽爐展銷會 : 同學向全級同學推銷自己的優秀作品。

《流動實驗車─抽取細菌 DNA》

《科技小手作─奇妙的細胞》: 在老師的
用心指導下，同學們繪出美麗的細胞圖。

《食環署講座─基因改造食物》

《製作組織圖─基因改造利與弊》: 動腦筋分析基因改造利與弊，

繪製腦圖顯智慧。

《科技小手作─ DNA 模型製作》: 動手製作 DNA 模型，基因排列好清晰。

《平板電腦輔助設計》- 同學運用

平板電腦設計屬於自己的橋樑。

六年級主題：橋樑工程師

學教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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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是學校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在天水圍運動場舉行，而比賽項目大致上分為田項、徑項、

親子活動和接力賽。同學除了可以參與場內的比賽外，更可以為自己班別組成一隊啦啦隊，為同學

打氣加油，氣氛相當熱烈和高興。透過大型的陸運會活動，希望同學可以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並

擁有強健體魄。

本校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舉辦了聖誕聯歡會，當天節目

豐富，包括報佳音、英文攤位遊戲、特色攝影、彩繪、班聯歡、

集體遊戲、抽獎等。聖誕老人及聖誕小姐的出現，更增添了不

少聖誕氣氛，同學們也樂在其中，齊齊共渡歡樂時光。

特色攝影真有趣！

 感謝義工姨姨為我化妝呢！ 釣到大禮物了！
我們都是聖誕老人！

  一起來參加快樂的聖誕聯歡會吧！

友校接力賽
擲壘球

啦啦隊表演

親子接力賽

嘉賓合照

周年陸運會

聖誕聯歡會

與樂參

齊齊唱聖誕歌！

幼稚園接力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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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完滿結束。當天秋高氣爽，晴空萬里，

正是郊遊的好日子。同學們分成一年級、二至六年級兩個組別，分別到

荔枝角公園及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活動。全體師生與家長盡情享受旅途

中的樂趣，投入玩樂當中，樂也融融。大家同來親親大自然，呼吸格外

清新的空氣，興致勃勃地遊玩，直至集隊聲響起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齊來揚起彩虹傘，齊心又合力！ 親子共樂，樂也融融！
你看，誰是優勝組？

畢業前的最後一次旅行，難得留住快樂的一刻！

用心準備美食，
可大快朵頤了！

同來參與旅行日，興奮又雀躍！

彩虹傘內走，歡笑聲不斷！

休息片刻，補充體力後再玩樂！

學校旅行

本校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參加了「公益金便服日」，

讓同學藉着活動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獻上關愛。當天同學都穿上輕便樸素

的衣服回校，以響應這個既熱鬧，又富有意義的活動。本校對一眾師生和

家長的積極參與深表感謝，希望來年繼續共襄善舉。我們的溫馨大合照。

看看我們的百變造型吧 !
愉快的休閒時間。

大家齊來輕輕鬆鬆地上課吧 !

公益金便服日

展笑顏

我們常常在球場上
切磋琢磨，球技因
此精進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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薈萃中華 溢 官天
二月一日，和煦的陽光，伴隨著陣陣的清風，使得整個「中華文化嘉年華」錦上添花。當天節目豐富多彩，

除了課室聯歡外，禮堂有「金龍賀歲」、「最佳華服選舉」和「新春習俗知多少問答比賽」，當然還有同學熱切

期待的攤位遊戲。同學更品嚐了由家長團隊製作的中國傳統小食，可說是盡善盡美。同學們都積極參與不同的活

動，展現了燦爛的笑容，一片熱火朝天。 課室活動

操場
活動

禮堂
活

動

金龍飛舞，瑞氣呈祥，聚首一堂，送狗迎豬。

家校同心，為同學們打造一個喜氣洋洋的中華文化嘉年華。

身穿華服的同學們大快朵頤，財神的到來更令他們歡喜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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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活動

操場
活動

本校在試後安排全體四年級同學參加餐桌禮儀訓練

班。當天同學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酒店，大家對活動既好

奇又充滿期待。課堂首個環節是聆聽導師講解進餐時的禮

儀，接著同學透過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把剛才學到的知識

實踐出來。藉着這次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同學擴闊眼光，

得益匪淺。

禮儀餐桌 活學活

同學按照導師的指示，
仔細地塗牛油

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儀態優雅

同學大快朶頤的同時也將剛才的理論實踐

同學到酒店大堂來個大合照

同學有機會到台前
實習餐桌禮儀

為了讓同學們對香港公屋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本校參
加了賽馬會舉辦的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同學們有機會
見識到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舊式公屋的環境及居住情況，還
能透過舊式玩具了解昔日兒童的生活。學生在這個活動中感
觸良多，受益無窮。

暢遊美荷歷史初識

同學們專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原來這就是「抓子」

原來以前的廚房是放在走廊上的

 哇！有很多舊報章和玩具
 我們來拍公仔紙吧！

導師親自到
每枱講解示範

用

禮堂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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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姊 學妹
初夏時節，我們一行十四人，

乘搭早機前往杭州，造訪文一街小

學，展開為期四天的姊妹學校交流

及文化認識之旅。

校交流
締結地 天久 長情誼

第三至四天
(16.4-17.4.2019)

第一天
(14.4.2019)

第二天
(15.4.2019)

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多興奮 !
大肚佛

兩校師生大合照
文一街小學服務生盛情招待 交流・交誼

學習活動一﹕紥染
學習活動二﹕文化課

下課了，再見老師 !

泛舟西溪上 浙江省博物館 再見杭州，我們回香港了 !

14



心心閱 日讀
2019 年 4 月 4 日，全校學生進行「開心閱讀日」活動，包括

親子閱讀同體驗工作坊、公共圖書館主題閱讀、成語及三十六計故事

問答比賽、好書推介話劇欣賞、「故事特工」、特價書展、作家講座、

四大名著定向挑戰賽等，營造愉快的學校閱讀氛圍。

特價書展

好書推介話劇欣
賞

家長、閱讀大使及故事特工為一、二年級學生說故事

作家講座

作家李偉才博士與學生分享 STEM 的知識

校長、圖書館主任與李博士合照

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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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19 年度  
家長教師會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2018年8月29日 小一迎新日

2018年9月7日 敬師日活動

2018年10月 環保校服活動

2018年11月3日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2018年11月 家長興趣班 ( 一 )

2018年12月10日 擔任陸運會義工

2018年12月21日 聖誕聯歡會攤位

2019年1月19日 親子旅行 

2019年1月23-25日 協助學校進行各年跨學科活動日

2019年2月1日 中華文化嘉年華攤位

2019年3月 家長講座：「作子女的生命教練」

2019年5月 家長講座：「網絡世界知多 D」

2019年5月 家長興趣班 ( 二 )

2019年6月24日 協助傑出領袖生選舉及喜閱寫意日活動

服務協助﹕全年
照顧學生午膳、擔任故事姨姨、整理圖書、主持課外
活動、協助校外參觀、協助學生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家長講座安排等

會家教

家長教師會委員
職  位 家長委員 ( 普通會員 ) 教師委員 ( 當然會員 )
顧  問 ／ 何惠珍校長
主  席 何雅賢女士 ／
副主席 吳學平先生 李有蓮副校長
司  庫 黃曉燕女士 周楚權老師
秘  書 盧慧施女士 胡愷茵老師
康  樂 陳　燕女士 尤彩霞老師
總  務 曾月娥女士 温靜文老師
聯  絡 貝文麗女士 區錦玲主任

參與家長教師會活動，與孩子一起實踐精彩的學校生活。

親子旅行―昂平、大澳一日遊

2018-2019 年度
週年會員大會

投票、點票、監票，公平、公正、公開；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成立了！

喜閱寫意日．快樂學中文

誰是傑出領袖生？

家長興趣多籮籮・心得交流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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