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年度  特別通告  第 120 號  
 

觀塘官立小學  
各位小三至小六家長：  

有關「六十周年校慶運動會」注意事宜  
 

本校將於 5 月 3 日（星期五）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六十周年校慶運動會」。學生當天

需於上午 7 時 45 分回校集合 (持旗手、宣誓代表、啦啦隊、各班運動員代表及花式跳繩表

演生需於上午 7 時 30 分回校 )，乘旅遊巴前往運動場出席活動。 (若遲到，請家長自行安

排  貴子弟前往運動場或由家長到校接回，並需後補請假信。 ) 

運動會當日如遇颱風或暴雨，教育局宣佈停課，運動會將會取消。如早上下雨，但不

致影響學生安全，運動會照常進行。運動會詳情如下：  

 

(一 ) 時間  上午 7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二 )   學生交通安排   由校方安排免費旅遊巴往返運動場及學校  

(三 ) 食物及飲品  同學需自備足夠的飲用水及適量的健康小食  

(四 ) 放學安排  1)  是日有校車服務，放學後校車將約於下午 1 時 45 分由學校開出  

2)  所有學生均利用學校正門放學  

(五 ) 家長義工  家長義工請按工作崗位需要，於上午 7 時 30 分或 7 時 45 分在本校

操場集合，乘坐免費旅遊巴往返運動場及學校。  

(詳情見特別通告第 121A 或 121B 號 ) 

 

(六 ) 親子比賽 / 

觀看賽事家長  

1)  到場觀看賽事或參加親子比賽的家長請自行前往運動場  

 

2)  入選親子比賽的家長請於當天上午 10 時 30 分到運動場領取參

賽貼紙，等候大會宣佈到場內進行親子遊戲。  

 
 
 
校長：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                        （負責老師：麥藹慈主任、關惠芬主任） 
 
--------------------------------------------------------------------------- 

回條（請詳閱後簽署，在適當□內加上號，於四月十日交回班主任）  

觀塘官立小學  
謝校長：  

 
2018-19年度  特別通告  第 120號  有關「六十周年校慶運動會」注意事宜，經已知悉。  

 

             （   ）年級（   ）班學生 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四月 _____日  
 
 
 
 

 學生當天放學方式︰□  自行回家   □  家長接送   □  乘校車   □  兄姊方式  



 

【家長義工名單】 
 

(一)負責賽道上工作家長 : 請於早上七時三十分前回校向黎月英副校長/楊凱莉姑娘報到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三禮 林依澄 梁美華 五禮 倪珺穎 張秀君 

三禮 黃詩晴 柯綿綿 五禮 陳君彥 何敏兒 

三愛 梁浩鳴 何麗常 五禮 鄭曼妮 凌燕麗 

四禮 朱政洪 付又萍 五禮 朱嘉琬 葉建群 

四禮 梁銘恩 陳慧琪 五愛 李樂謙 李碧瑜 

四禮 呂健峰 李佩穎 五愛 徐日曦 徐日曦家長 

四禮 陳靖航 區藹芳 五愛 梁伊樂 梁詠琳 

四愛 嚴楚淘 嚴永康 五愛 陳瑞珊 陸詠詩 

四愛 伍詩雅 伍祥輝 五勤 譚健榮 麥群娣 

四勤 馬芷欣 蔡群英 五誠 鄭素琳 黃麗詩 

五禮 羅子旻 陳敏紅 六愛 張琇程 傳明順 

 
(二)擔任看台糾察家長 : 請於早上七時四十五分前回校向梁美琪老師報到 

 

九龍灣運動場位置圖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三禮 譚凱睿 李建敏 四誠 林毓瑩 廖桂霞 

三愛 施宇婕 陳麗莉 五禮 吳子朗 談依雯 

三誠 陳縉霆 孫琳 五愛 徐梓軒 賴柳燕 

四禮 譚傲暉 湯元娥 六禮 莊采穎 洪瑞珍 

四誠 江志桉 莫鳳蘭 六禮 龍俊皓 李莉娜 

前往途徑  
 

 

 

九

巴  

107 九龍灣  - 華貴  

13X 寶 達 巴 士 總 站  

- 尖沙咀東  

15A 平田  - 慈雲山

(北 ) 

24 啟 業  旺 角  

(循環線 ) 

5D 德 福 花 園   黃

埔  (循環線 ) 

 

專

線

小

巴  

51M 麗晶花園  - 德

福花園  

46 麗晶花園  - 大

角咀  

56 麗晶花園  - 觀

塘瑞和街  



 

【親子遊戲參賽者名單】 
紅組 黃組 藍組 綠組 

三禮 蔡欣怡 三愛 陳梓晴 三勤 陳俊羽 三誠 陳芯滺 
三禮 陳韋澄 三愛 許柏衡 三勤 陳鏡宇 三誠 郭潁妍 
三禮 卓嘉琪 三愛 郭嘉倩 三勤 林政昊 三誠 梁穎濤 
三禮 蔡梓盈 三愛 梁曦文 三勤 李柯 三誠 廖承軒 
三禮 鍾宇陽 三愛 梁浩鳴 三勤 林雅銅 三誠 陳縉霆 
三禮 黃詩晴 三愛 馬鈞濤 三勤 莫素珊 三誠 魏宏熙 
三禮 許子澄 三愛 施宇婕 三勤 柯敏希 三誠 黃洛沂 
三禮 林依澄 四愛 吳衍龍 三勤 鄧雅鎂 三誠 張子晴 
三禮 譚凱睿 四愛 伍詩雅 三勤 黃啟彥 四誠 江志桉 
四禮 陳靖航 四愛 嚴楚淘 四勤 張政賢 四誠 林毓瑩 
四禮 朱政洪 四愛 袁佩佳 四勤 林敏錡 四誠 李睿桐 
四禮 馮可翹 五愛 陳瑞珊 四勤 李家譽 四誠 劉衍宏 
四禮 梁銘恩 五愛 梁伊樂 四勤 馬芷欣 四誠 伍嘉希 
四禮 呂健峰 五愛 李樂謙 四勤 佘睿智 四誠 魏兆德 
四禮 粟揮杰 五愛 梁仁安 四勤 黃珮淇 四誠 鍾宏基 
四禮 蘇詩穎 五愛 李潁俞 四勤 余雅詩 五誠 周凱盈 
四禮 譚傲暉 五愛 廖釗晟 四勤 張澤熙 五誠 鄭智景 
四禮 鄔展翔 五愛 羅偉濠 五勤 趙浚豪 五誠 符永堂 

五禮 陳君彥 五愛 蘇天隆 五勤 范曉澄 五誠 連鑫 
五禮 鄭曼妮 五愛 唐佳銘 五勤 林潤鈺 五誠 勞栢嚴 
五禮 卓曉彤 五愛 童文 五勤 李朗盈 五誠 伍慧蕎 
五禮 胡敏祺 五愛 謝芷柔 五勤 譚健榮 五誠 鄭素琳 
五禮 李柏漮 五愛 徐日曦 五勤 黃君耀 五禮 施錦英 
五禮 勞雋希 五愛 徐梓軒 五禮 薛秉岳 五禮 唐健朗 
五禮 羅子旻 五禮 呂慧晴 五禮 蕭梓希 五禮 朱嘉琬 
六禮 鄭嘉晴 五禮 吳子朗 六勤 陳柏翹 六誠 陳天泓 
六禮 莊采穎 五禮 倪珺穎 六勤 陳柔妃 六誠 鄭子豪 
六禮 李月 六愛 張琇程 六勤 張麗欣 六誠 方梓游 
六禮 龍俊皓 六愛 馮一正 六勤 胡鈺培 六誠 曾子成 
六禮 周政勤 六愛 張俊傑 六勤 葉肇熙 六誠 薛禹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