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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又快到學期尾聲了。這年間，我參與家教會大小事務，確實令我獲益良多！回

顧一整學年，家教會為學生、家長們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親子活動，活動得以成功進行，全賴

具教育熱誠的校長、副校長們、老師們、還有熱心的家長義工們付出，以及所有家長們的鼎

力支持！我謹代表家教會對百忙中奉獻寶貴時間籌備活動的老師、委員及熱心的家長義工

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暑假過後即將踏入新學年，我在此呼籲各位家長們踴躍參選家教會委員選舉，共同努

力組成一個更美好的家教會，與孩子一同成長，見證「家校合作」的成果，共同建立更佳的

學習環境，讓孩子可以享有更和諧、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家教會的成功，除了我們的努力，家長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衷心希望大家積極參與家長義工及家教會

所舉辦的活動，以促進彼此間的聯繫，持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今年於三月十七日，家教會舉辦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親子旅行活動，因為希望帶給學生和一衆的家長們有

個不一樣的體驗，所以李幼儀老師設計了一個十分特別的行程給家教會 -- 地質公園、破邊洲、橋咀島、滘

西洲哥爾夫球體驗活動及西貢市集之旅。透過船上圍繞著島上的觀光景點，欣賞奇珍天然美景、亦有上岸近

距離探索地質公園。並且邀請了陳燕老師帶領和講解。我最深刻的，是見老師一邊講解，一邊執起灘上的垃

圾，從而亦帶動了其他的家長們也一起加入，以身示教，如此從遊玩中也能宣揚環保意識，實在是我們學習

的好榜樣。 

此外，滘西洲哥爾夫球場實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地方，美麗的環境，加上一衆師生家長們能一起落場體驗

打高球的樂趣，還有豐富美食自助餐，實在是極佳享受呢！活動當然不可缺少大抽獎環節，豐富的禮品加上

緊張的氣氛，令整個行程推至高潮位呢！ 

最後安排了西貢市集自由活動，有的家長們順勢一家停留在西貢，自行享受海鮮晚餐才回家。有的四處

尋找購買自己所選的海味乾貨、手作物品和心頭好等，最後懷著開心愉快的心情一起乘車回校，結束旅程。 

由於是次行程相當特別，無旅行社願意承辦，所以沒有領隊導遊帶領，但十分感謝李老師的策劃和統籌，

更感謝一衆的家長義工們出力協助，令到是次行程相當完美，囗碑甚佳。希望明年的新學期，家教會仍能帶

給我們有個不一樣的親子旅行體驗。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吳小蘭吳小蘭吳小蘭吳小蘭 



 

 

 

 

 

 

 

 

 

 

 

 

 

 

 

 

 

 

 

 

   

由家長主講的一課由家長主講的一課由家長主講的一課由家長主講的一課 親子便當製作親子便當製作親子便當製作親子便當製作 從閱讀中認識不同的鳥類從閱讀中認識不同的鳥類從閱讀中認識不同的鳥類從閱讀中認識不同的鳥類 

   

同學同學同學同學們們們們都都都都非常投入活動非常投入活動非常投入活動非常投入活動 同學們可體驗同學們可體驗同學們可體驗同學們可體驗模擬模擬模擬模擬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飛機飛機飛機飛機    五月份舉行了結業禮及聯歡會五月份舉行了結業禮及聯歡會五月份舉行了結業禮及聯歡會五月份舉行了結業禮及聯歡會    

盧凱康老師 

「家校閱讀研習坊」       

為培養以閱讀學習的良好習慣，本館聯合本校的中文科組及得家長教師會大力支持，多年來一直舉行家

校閱讀研習坊（前身親子閱讀計劃），以邀請作家、說書人等外界嘉賓，就特定主題、書種，以全方位角

度去剖析，讓平面的文字及圖像，在同學及家長面前，重新立體起來，令讀者親身體會、第一身去領略

書本。 

每年，本館會選定五個不同主題，其中一次由家教會主理，其他都由本館及協作老師聯絡主講嘉賓。近

五年本計劃涉獵範圍豐富，曾主辦的講座有「單車日本遊」、「兩棲及爬行生物探索」、「武俠小說闖江湖」、

「帶群羊去紐西蘭」、「All about Harry Potter」，另外亦有由家長分享的「親子便當製作」及本年度剛舉行，

由花式飛行機師主理的「衝上雲霄」等。 

繼往開來，本館會繼續與中文科組及家教會合作，主辦更多高質素及具討論性題目的講座，好讓學生在

日常閱讀之餘，感受更多閱讀的樂趣，甚至變成新一代的「卷不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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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教會於本校家教會於本校家教會於本校家教會於 2019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18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家家家家

長茶聚長茶聚長茶聚長茶聚」，」，」，」，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伸展運動療癒身心伸展運動療癒身心伸展運動療癒身心伸展運動療癒身心』，』，』，』，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內容包括；；；；茶聚茶聚茶聚茶聚時段及時段及時段及時段及拉筋活動拉筋活動拉筋活動拉筋活動(由由由由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復康會適健中心復康會適健中心復康會適健中心復康會適健中心導師教授導師教授導師教授導師教授)。。。。當日有當日有當日有當日有 20 多名家多名家多名家多名家

長參與長參與長參與長參與，，，，活動中導師教活動中導師教活動中導師教活動中導師教授授授授家長正確坐姿及一家長正確坐姿及一家長正確坐姿及一家長正確坐姿及一

些舒緩肌肉酸痛的方法些舒緩肌肉酸痛的方法些舒緩肌肉酸痛的方法些舒緩肌肉酸痛的方法。。。。家長們都表示獲益家長們都表示獲益家長們都表示獲益家長們都表示獲益

良多良多良多良多，，，，希望校方能舉辦更多同類課程希望校方能舉辦更多同類課程希望校方能舉辦更多同類課程希望校方能舉辦更多同類課程。。。。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伍坤賜女士伍坤賜女士伍坤賜女士伍坤賜女士) 

我我我我參加了上次家教會舉辦家長茶聚中的拉筋活參加了上次家教會舉辦家長茶聚中的拉筋活參加了上次家教會舉辦家長茶聚中的拉筋活參加了上次家教會舉辦家長茶聚中的拉筋活

動動動動，，，，與家長交流中與家長交流中與家長交流中與家長交流中，，，，發覺大家身體上都有不同的發覺大家身體上都有不同的發覺大家身體上都有不同的發覺大家身體上都有不同的

小毛病小毛病小毛病小毛病。。。。 

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導師深入淺出地介紹拉筋運動導師深入淺出地介紹拉筋運動導師深入淺出地介紹拉筋運動導師深入淺出地介紹拉筋運動……只可只可只可只可

惜時間有限惜時間有限惜時間有限惜時間有限，，，，練習時間比較少練習時間比較少練習時間比較少練習時間比較少。。。。 

對於對於對於對於既既既既要上班要上班要上班要上班，，，，又要照顧家庭的我們又要照顧家庭的我們又要照顧家庭的我們又要照顧家庭的我們，，，，運動真的運動真的運動真的運動真的

不可少不可少不可少不可少。。。。沒有時間出外做運動沒有時間出外做運動沒有時間出外做運動沒有時間出外做運動，，，，也應該多做點伸也應該多做點伸也應該多做點伸也應該多做點伸

展展展展。。。。 

期待下次我們再有期待下次我們再有期待下次我們再有期待下次我們再有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做運動做運動做運動做運動輕輕輕輕鬆鬆鬆鬆下下下下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讓讓讓讓

我們改善身體我們改善身體我們改善身體我們改善身體，，，，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江玉蓮女士江玉蓮女士江玉蓮女士江玉蓮女士) 

 

 

 

 

  
拉筋活動拉筋活動拉筋活動拉筋活動由由由由香港復康會適健中心香港復康會適健中心香港復康會適健中心香港復康會適健中心導師教授導師教授導師教授導師教授 坐坐坐坐在椅子上在椅子上在椅子上在椅子上也可進行拉筋運動也可進行拉筋運動也可進行拉筋運動也可進行拉筋運動    

  

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會共本會共本會共本會共舉辦了兩舉辦了兩舉辦了兩舉辦了兩次不同主題的家長茶聚活動次不同主題的家長茶聚活動次不同主題的家長茶聚活動次不同主題的家長茶聚活動 站立式伸展運站立式伸展運站立式伸展運站立式伸展運動動動動    

家長茶聚             2019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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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學術學術學術    ////    朗誦朗誦朗誦朗誦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    中一級詩詞獨誦中一級詩詞獨誦中一級詩詞獨誦中一級詩詞獨誦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1A 李泓熹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中三級詩詞獨誦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3A 楊晉軒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粵語組》》》》中四級詩詞獨誦中四級詩詞獨誦中四級詩詞獨誦中四級詩詞獨誦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4A 伍俊龍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中一中一中一中一、、、、二級詩詞獨誦二級詩詞獨誦二級詩詞獨誦二級詩詞獨誦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1C 張漢琦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中三中三中三中三、、、、四級詩詞獨誦四級詩詞獨誦四級詩詞獨誦四級詩詞獨誦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4A 黃俊鑫 

3B 殷銅澤、3C 鄭家盛、林澤楷 

《《《《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中文項目    ----    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普通話組》》》》中五中五中五中五、、、、六級詩詞獨誦六級詩詞獨誦六級詩詞獨誦六級詩詞獨誦 

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優良証書    5A 龔少楓 

《《《《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SoSoSoSolo Verse Speakinglo Verse Speakinglo Verse Speakinglo Verse Speaking 

優良優良優良優良証書証書証書証書    

    

1A 黎樂然、1B 林家樂、1C 周煒軒 

2A 秦可維、3A 楊晉軒、4A 黃俊鑫、伍俊龍 

4C 鄒明蓁、5A 龔少楓、6A 鄧思翰 

東區學校演講比賽中學普通話組東區學校演講比賽中學普通話組東區學校演講比賽中學普通話組東區學校演講比賽中學普通話組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3C 林澤楷 

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天主教國際喇沙會和平日(2018(2018(2018(2018))))    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香港區    

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英文作文比賽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1A 吳卓峰、2A 秦可維、歐宇軒 

1A 吳卓謙、2A 陳沛軒、4A 譚銘希 

1A 陳  灝、4A 黃俊鑫 

2A 陳煒傑、3A 劉弘林、林景源、4A 薛正輝 

「「「「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和平無界限」」」」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短片拍攝比賽    

季季季季軍軍軍軍    

 

5A 陳爵楠、5A 馮皓泓 

T-shirt 設計比賽設計比賽設計比賽設計比賽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名名名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優異獎 

 

2A 陳沛軒、黃宇熹 

2A 陳煒傑、2C 林柏毅 

2A 秦可維 

2B 邱宗源、2C 伍梓軒、徐梓陽 

第二十一屆第二十一屆第二十一屆第二十一屆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三等榮譽獎三等榮譽獎三等榮譽獎三等榮譽獎 3A 林景源、楊晉軒 

2222018018018018----2019201920192019 年度公益少年團東區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年度公益少年團東區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年度公益少年團東區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年度公益少年團東區電影欣賞暨徵文比賽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3B 殷銅澤 

3B 吳震豪 

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論證賽「「「「論證擂台論證擂台論證擂台論證擂台」」」」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5A 龔少楓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 / / / 藝術獎項藝術獎項藝術獎項藝術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7201720172017----18 18 18 18 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校際音樂節        

聲樂聲樂聲樂聲樂(1(1(1(16666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鋼琴鋼琴鋼琴鋼琴((((五級五級五級五級)))) 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優良獎狀 

二胡獨奏二胡獨奏二胡獨奏二胡獨奏((((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C 盧學禮 

2A 梁家澧 

2A 呂旭然 

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校際戲劇節    2017201720172017----18181818    

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傑出演員獎    

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5A 陳爵楠、5B 鄭柏年 

全體演員及工作人員 

全體演員及工作人員 

4444    

服務獎項服務獎項服務獎項服務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2017201720172017----181818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童軍總會    柴灣區柴灣區柴灣區柴灣區    

全港嘉爾頓錦標賽全港嘉爾頓錦標賽全港嘉爾頓錦標賽全港嘉爾頓錦標賽 2019201920192019    

柴灣區選拔賽柴灣區選拔賽柴灣區選拔賽柴灣區選拔賽    

總季軍總季軍總季軍總季軍    

 

4C 施良集、2B 朱漢研、鄭家俊、蘇仲基 

2B 吳思源、徐發成、1B 何浩堅 

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務工作發展局 

傑出義工獎傑出義工獎傑出義工獎傑出義工獎    5C 汪必亮 

公益少年團公益少年團公益少年團公益少年團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東區優秀團員東區優秀團員東區優秀團員東區優秀團員 5B 李沛彥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校際籃球比賽（（（（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乙乙乙乙組組組組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本校甲組籃球隊 

本校乙組籃球隊 

NIKENIKENIKENIKE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本校籃球隊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師生隊際賽師生隊際賽師生隊際賽師生隊際賽 亞亞亞亞軍軍軍軍 6B 陳濼行 曾慶峰老師 

猛龍慈善跑猛龍慈善跑猛龍慈善跑猛龍慈善跑    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初中組 

隊際隊際隊際隊際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B 高健、2B 劉浩賢、鄭家俊、梁卓希 

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校際排球比賽（（（（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本校乙組排球隊 

第第第第 43434343 屆青少盃排球賽屆青少盃排球賽屆青少盃排球賽屆青少盃排球賽 

男子中級組男子中級組男子中級組男子中級組 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本校排球隊 

校際足校際足校際足校際足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甲組甲組甲組甲組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 

校際校際校際校際手手手手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丙丙丙丙組組組組    殿殿殿殿軍軍軍軍 本校丙組足球隊  

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學界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乙組 
100 米自由式 4A 潘奇謙 季軍 

200 米自由式 4A 潘奇謙  季軍 

丙組 

100 米自由式 2A 關祖然 亞軍 

100 米碟式 2A 關祖然 季軍 

50 米蛙泳 1A 吳卓峰 亞軍 

100 米蛙泳 1A 吳卓峰 殿軍 

元旦冬泳元旦冬泳元旦冬泳元旦冬泳    拯溺錦標大賽拯溺錦標大賽拯溺錦標大賽拯溺錦標大賽    ((((學校組別學校組別學校組別學校組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名名名名 4A 潘奇謙 

新世界維港泳新世界維港泳新世界維港泳新世界維港泳 2018201820182018    ((((學校組學校組學校組學校組))))    

季季季季軍軍軍軍    4A 潘奇謙 2A 關祖然    

校際乒乓校際乒乓校際乒乓校際乒乓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乙乙乙乙組組組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全場全場全場全場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名名名名 

本校乙組乒乓球隊 

本校乒乓球隊 

全港越野之王學界長跑賽全港越野之王學界長跑賽全港越野之王學界長跑賽全港越野之王學界長跑賽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第七名    

丙組丙組丙組丙組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4B 李璟灝 

2B 劉晧賢    

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    

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個人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甲甲甲甲組組組組    4 X 100 米 

接力 

陳嘉謙(4C) 何炳德(6C) 

郭浩霖(6C) 胡朝亮(5B) 

殿軍 

    110 米欄 顧嘉寧(4C) 殿軍 

    跳高 陳嘉謙(4C) 冠軍 

乙組乙組乙組乙組    鉛球 賴俊逸(4C) 冠軍 

    鐵餅 涂育達(4B) 季軍 

    三級跳 麥鏗(4B) 冠軍 

丙丙丙丙組組組組    800 米 劉皓賢(2B) 冠軍 

    1500 米 劉皓賢(2B) 季軍 

    鐵餅 鍾梓聰(1C) 季軍 

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喇沙聯校田徑比賽    

全場：亞亞亞亞軍軍軍軍 

甲組：亞亞亞亞軍軍軍軍 

乙組：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本校田徑隊 

本校甲組田徑隊 

本校乙組田徑隊 

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香港劍擊學院 2018201820182018----19191919 年年年年    劍擊比賽劍擊比賽劍擊比賽劍擊比賽 U17U17U17U17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全場總季軍    

新人獎冠軍新人獎冠軍新人獎冠軍新人獎冠軍    

新人獎亞軍新人獎亞軍新人獎亞軍新人獎亞軍 

4C 鄒明蓁 

5B 韋彥群 

5B 葉偉澤 

香港實用射擊香港實用射擊香港實用射擊香港實用射擊 HHHHKPS 2019 ERA ChallengeKPS 2019 ERA ChallengeKPS 2019 ERA ChallengeKPS 2019 ERA Challenge 

初中新手賽初中新手賽初中新手賽初中新手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全場總成績    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    

高中新手高中新手高中新手高中新手賽賽賽賽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3C 陳俊騫 

3C 陳俊騫 

4A 莫萃禧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男子 3000 米混雙接力 亞季亞季亞季亞季 6B 劉晉傑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2B 徐發成 3A 陳曉楠 4B 麥鏗   

5C 汪必亮 6C 劉卓熙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 

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東區學校模範生獎獎獎獎 

 

2A 歐宇軒 3A 林景源 4A 談錦恒 5A 馮景燊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青苗學界進步獎 

3B 羅樂賢 4A 余嘉濠 4B 鄒俊榆 4C 蘇俊傑 

5A 林立威 5C 汪必亮 6A 吳政偉 6B 譚東培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品學兼優品學兼優品學兼優品學兼優獎獎獎獎    ((((獎學金$1000)    

6A 黃顯舜 6A 錢浩霖 

「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5000)    

 

3A 祖冠鳴 4B 李家俊 6A 黃顯舜 

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羅氏慈善基金    ((((獎學金$1000)$1000)$1000)$1000)    

應用學習獎學金應用學習獎學金應用學習獎學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6C 吳雨桐 

其他獎項其他獎項其他獎項其他獎項    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得獎團體    / / / /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HKTHKTHKTHKT    EdEdEdEducationucationucationucation「「「「長幼樂長幼樂長幼樂長幼樂 VRVRVRVR」」」」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最感動人心最感動人心最感動人心最感動人心 VRVRVRVR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5A 姚子臻、 黃沛鏗、 龔少楓 

STEMSTEMSTEMSTEM 教育挑戰賽教育挑戰賽教育挑戰賽教育挑戰賽    微震機械兵團爬山競技賽微震機械兵團爬山競技賽微震機械兵團爬山競技賽微震機械兵團爬山競技賽 

季季季季軍軍軍軍 2C 伍子軒、李栢朗、4A 朱家賢 

5 

校校校校    外外外外    成成成成    就就就就    及及及及    獎獎獎獎    項項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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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敬師家長也敬師家長也敬師家長也敬師」」」」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為響應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教育城及星島日報合辦「家長也敬師」運

動，本校家長敎師會在五月中派發「敬師卡」一張，家長可利用此平台向教導他們兒子的老

師致以謝意，以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及為下一代樹立良好的敬師榜樣。 

家長填寫敬師卡後，由班代表一併放進校務處的收集箱，家

教會代表在七月八日結業禮當日代轉送予各老師。屆時，本

會並會送上水果給眾老師，以表謝意。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投稿投稿投稿投稿 

 

早前我出席了紅十字會舉辦的宣誓典禮及團慶。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當日，我見証了每一位紅十字會學員，整齊而有紀律的步操，實在是一次很好的訓練。以我自己的

兒子為例，本身比較好動而帶點害羞，但在衆人目光下，也表現得有自信。 

謝謝帶領着紅十字會的林庭宇老師，在同學代表演講辭中，聽到一句"老師是要一個有空間可以進步

的學生"……我心裏面很感恩，也很認同。 

老師願意給予機會，學生有機會發揮。真的謝謝老師們付出的心機、精神和時間。 

當中，看見很多站出來分享的也是學校舊生，他們曾參與過紅十字會，今天也有著卓越的成就。 

而最後環節，是很特別的切乳豬儀式，令一衆來賓感覺驚喜。 

希望學校的紅十字會，繼續發掘學生更多潛能，作育英才。              (中一家長 Jacqueline) 

 

 

 

 

 

 

 

 

 

 

 

 



一年一度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第 15屆理事就職典禮暨聯歡晚會，

於 2019年 3月 2日晚上假鰂魚涌太古坊彩雲軒酒家舉行，本校共

有 23位家長報名出席，當中包括家教會委員。當晚氣氛良好，除

了抽獎外，更有考考家長合作精神的遊戲，各家長非常投入參與，

藉此機會減減壓、抖抖氣。當晚大家在祝福聲加歡笑度過。  

 (家長委員伍坤賜) 7 

 

 

 

 

 

 

 

 

 

 

 

  

 

 

 

 

 

 

 

 

 

 

 

 

 

 

 

 

日期： 2019年 3月 17日 (星期日) 

地點：  《《《《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春季旅春季旅春季旅春季旅行行行行 

活動內容： 1. 先前往西貢碼頭，乘船遊覽中國香港國家地質公園（破邊洲、吊鐘洲及橋咀

島），觀看具有世界級罕見的地貌及到周邊地區考察; 

2. 然後前往滘西洲，享用西式自助餐; 

3. 餐後參加高爾夫球體驗活動及散步於滘西洲欣賞西貢沿岸自然風光; 

4. 繼而乘船返回西貢市集，度過一個悠閒的下午。 

《《《《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西貢地質公園、、、、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滘西洲及高球體驗》》》》之旅之旅之旅之旅 

家家家家長投稿長投稿長投稿長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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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第二十七第二十七第二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截至 2019 年 5 月 18 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2019/2/23 承上承上承上承上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34,586.73 

2019/2/23 家長茶聚  (206.70) 34,380.03 

2019/2/23 親子旅行船費訂金  (4250.00) 30,130.03 

2019/2/23 家長茶聚  (379.00) 29,751.03 

2019/3/12 親子旅行抽獎禮物  (440.00) 29,311.03 

2019/3/16 親子旅行抽獎禮物  (200.00) 29,111.03 

2019/3/16 親子旅行抽獎禮物  (100.00) 29,011.03 

2019/3/15 親子旅行藥物  (90.00) 28,921.03 

2019/3/12 親子旅行雜項物品  (66.30) 28,854.73 

2019/2/23 親子旅行船費餘款  (4,250.00) 24,604.73 

2019/3/26 旅遊巴士  (2,500.00) 22,104.73 

2019/3/13 滘西洲午餐及 GOLF 費用  (13,941.00) 8,163.73 

2019/3/13 旅遊保險  (490.20) 7,673.53 

2019/3/16 親子旅行收入 18,440.00  26,113.53 

2019/3/16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津貼 5,000.00  31,113.5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    23,440.00 (26,913.20)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3,473.20) 31,113.53 

 

    

今年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所舉辦的《家長進修學

院》，在六月九日舉行了結業禮。今年本會共有

18 位家長參與，雖然當日為考試期間，亦有 9 位

家長出席典禮，活動在一輪歡呼聲下結束。希望

明年我們學校會有更多的家長積極報名參與，讓

更多家長藉此機會持續進修，學習教育子女之

道。 

家長心聲家長心聲家長心聲家長心聲::::    我是第一年參與東聯會的進修學院，

這個進修課程令我獲益良多，明年會繼續參與，

宣揚學校。(Winnie) 

((((右右右右) ) ) ) 本會本會本會本會榮譽榮譽榮譽榮譽委員余麗委員余麗委員余麗委員余麗燕燕燕燕女士女士女士女士獲獲獲獲得得得得「「「「家校凝聚家校凝聚家校凝聚家校凝聚之星之星之星之星」」」」獎獎獎獎項項項項    

((((左左左左))))    曾曾曾曾友協副校長友協副校長友協副校長友協副校長獲選獲選獲選獲選為為為為「「「「家校家校家校家校橋樑橋樑橋樑橋樑合合合合作之作之作之作之星星星星」」」」    

『『『『連連連連繋繋繋繋』』』』    

編輯小組 

 何慧蓮老師 

 李幼儀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