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活動樂趣多，小小飲管大變身。

籃球隊與友校比賽得冠軍，為校爭光。

本校課外活動組喜獲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
本校課外活動組喜獲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

體育舞有姿勢，更有獎牌，

真棒！

觀塘官立小學
Kwun T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校址：九龍牛頭角道240號       電話：2756 0762       傳真：2331 3421       網址：http://www.ktgps.edu.hk       電郵：ktgps@edb.gov.hk

顧問：謝寶珠校長   編輯小組：關麗翠主任   孫慧玲老師   陳翠蘭老師   賴淑娟老師   鄧穎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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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書館，讓同學自小培養閱

讀的習慣。

中國舞同學整裝待發，準備
參加比賽了！

同心合力「畫繪本」，試後
全方位活動樂趣多！

聖誕樹亮燈了，為充滿歡樂的聖誕月展開序幕。

一眾長笛班的同學於成果分享會演奏，台型十足。

謝校長及活動組組員與教育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吳慕娟女士合照。

課外活動組負責統籌均衡和多樣化的課外
活動，包括興趣班、制服團體及戶外學習
活動等，涵蓋學術、興趣、藝術、體育及
服務等範疇。大型活動包括秋季旅行、梵
高畫展、聖誕樹亮燈儀式暨聯歡會，還有
多釆多姿的試後全方位學習活動，包括：
聯校音樂營、視藝繪本創作、箭藝同樂、
投球體驗等。期盼藉着各類活動擴大學生
的興趣範圍，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更

為他們提供性格塑造及領袖訓練的
機會，使學生的校園生活變得

更有趣及更豐盛。

李麗貞主任、張佩儀
老
師

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獎



班主任：胡慶恩老師

班主任：盧麗欣老師   副班主任：吳栢淳老師

班主任：林秀萍老師   副班主任：馮 銳主任

三愛

二愛
二禮

一愛
一禮

班主任：吳佩君老師

三禮

班主任：鄭燕薇老師   副班主任：羅靜儀主任

班主任：鄧穎心老師   副班主任：劉慧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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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葉麗英老師   副班主任：李麗貞主任

一勤

班主任：蒙寶儀老師   副班主任：謝爍青老師

一誠

班主任：孫慧玲老師   副班主任：關惠芬主任

二勤
二誠

班主任：葉麗琬老師

三勤

班主任：龔淑德老師

三誠

班主任：賴倩儀老師   副班主任：關麗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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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梁綺玲老師 班主任：張佩玲老師

班主任：關凱華老師 班主任：許麗娜老師

班主任：梁美琪老師

四禮 四愛

六愛六禮

五禮 五愛

班主任：賴淑娟老師   副班主任：湯致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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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洪燕敏老師   副班主任：麥藹慈主任

班主任：蕭淑霞老師

班主任：陳欣怡老師

六勤

五勤

四勤

班主任：黃江南老師

四誠

班主任：廖玉玲老師

五誠

班主任：劉美寶老師   副班主任：張佩儀老師

六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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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寶珠校長、黎月英副校長、林曼燕副校長、關麗翠主任、麥藹慈主任、羅靜儀主任、
劉慧嫻主任、李麗貞主任、馮銳主任、關惠芬主任、湯致能主任

非班主任：
鄭慕潔老師、陳翠蘭老師、吳栢淳老師、陳德謙老師、張佩儀老師、李晉怡老師、勞永基老師、林福生老師、冼翠芬老師、謝爍青老師

教學助理：李方珊老師、馬嘉瑩老師、

許詠婷老師、陳燕欣老師、

江熠競老師、陳冠匡老師、

黃翠玉老師

校務處職員： 
Oscar哥哥、Jennifer姐姐、
Cathy姐姐、Alan哥哥

資訊科技支援員：遜哥哥、Simon哥哥

清叔叔、媚姨姨、

順姨姨、霞姨姨

外籍英語老師：

Miss Wright and

Mr Justin

駐校社工：

楊凱莉姑娘、

施毅鋒先生

服務他
人展自信•齊來關愛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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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服務團隊

服務他
人展自信•齊來關愛這一家梁美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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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
小天使

午膳
風紀

體育
大使

學生
大使

校車
風紀

健康
大使

環保
大使

英語
大使

音樂
大使

秩序
風紀

藝術
大使

普通話
大使

圖書館
助理



齊齊投入 秋遊樂悠悠
胡慶恩老師、陳欣怡老師

同學們期待已久的秋季旅行於10月19日順利舉行了!當天老師和同學齊齊乘坐
旅遊巴出發到各旅行地點。一至二年級同學前往大埔海濱公園，三至四年級同
學前往烏溪沙青年新村，而五至六年級同學則前往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當天天公造美，天朗氣清、秋風清爽，同學們都為旅行作好充足準備。他們在各具特色的旅行
地點中，透過參與不同的康樂活動，享受到旅行帶來的樂趣。相信不論是同學、家長、還是老
師，都能盡情投入這一年一度的活動，大家都玩得樂而忘返。

一年級的家長投入
地參與親子活動遊

戲環節。

同學身手敏捷，
輕易地爬過了攀

爬架，樂在其中！

同學們對戶外的
事物抱有好奇心！

到底他們發現到甚
麼呢？

大草地上躺一躺，
大家都能頓時放鬆
一下，心情也很愉
快啊！

同學們都可以
大展身手，一
起渡過愉快的
旅行時光！

同學們都勇於嘗試
完成攀石牆的挑

戰！勇氣可嘉！
加油喔！

難得場地有繩網
陣，大家齊齊來接

受挑戰！

同學們帶備齊全，
做足準備，和朋友
們對戰！

看！午膳真的很豐富
美味！師生們都很期
待一起享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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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Ha l loween!  On 
October 30th we celebrated with 

a Halloween English Fun Day! Many of our 
students dressed up in costumes ranging from 

their favorite characters in a movie, cartoon or comic 
book. Students got into the festive spirit by joining a variety 

of Halloween activities. They played games in the hall 
and collected stamps in their Halloween Passport. In the 

classroom they also made a spooky craft and completed 
Halloween themed puzzles.

The highlight of this year’s festival was certainly the Haunted 
Hallway. Students walked through our spooky passage in small 
groups. Each group had a flashlight just in case they needed it. The 
hallway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in order to give students a good 
scare! 

Our students were not scared when it came to speaking in 
English. They quickly remembered to say, “Trick or Treat!” 

No Halloween festival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candy! The children loved getting candy from their 

teachers! We hope students continue to enjoy 
this tradition of carved pumpkins, trick 

or treating and over-the-top 
costumes.

Miss WrightHalloween 2018

Meet our wonderful student helpers.

Ha… Ha… Halloween 

again, KTGPS!

 Focus! Focus!
I am winning.

Happy Halloween to YOU ALL!
My turn!  My turn! 

 I can’t wait to go into 

the haunted hallway. BOO! 

Like my costume!

Love our colour  -  Halloween colour

Trick or Treat! Put some 

candy in our Halloween 

monster 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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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EDUCATION
許麗娜老師、黃江南老師

我們參加了
「電聲萬花筒」
e-樂團音樂創演
實踐計劃，現正

利用Ipad專心
學習。

組合一粒
一粒的部件，
動手製作自己
的電動車。

膠紙是 tape，
剪是 cut，

英文也 STEAM
起來，課堂變得

輕鬆愉快！

8個汽水罐
就能奏出美妙
的音樂來！

外籍老師
透過實驗，
讓我們輕鬆
學習英語。

看！我們用
3D pen 創造出
的作品，是否

很漂亮？
中學老師耐心
地講解模型車
製作的方法。

猜猜我們
哪一部 mbot

最強?

動動腦，
mbot 順利完成
8字形路線。

校本 STEAM 教育旨在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創造

力和解決問題能力，讓學生發揮創意潛
能，並且讓學生“動手”把想法具體實踐、

建造出原型，試驗及改良方案以達至能解決需
求。透過培養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

的能力，讓他們解決日常生活的真實問題。

本年學校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機會，例如：
「連繫學生與大自然－STEAM學習計劃」(海洋公

園學習活動)、「電聲萬花筒」e-樂團音樂創演
實踐計劃、參觀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的

創客空間、Lego 工程師、資訊科技小
組、Ipad 課外活動、STEM with

English、mbot 編程課餘
學藝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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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再次推行「運動
月」，同學非常享受每一項運
動推廣活動，活力校園的氣氛
遍佈「觀小」每一個角落。

早會時，全校同學在操場上精神奕奕地一起做護脊操；小息
時，不論高年級或低年級同學，大家也一窩蜂到「活力區」轉呼
拉圈；午膳後，同學目不轉睛地觀看國際比賽的精華片段。離
開校園後或週末時，同學也為自己健康而努力做運動，例如：跳
繩、跑步、游泳等，並記錄在SportACT獎勵計劃運動日誌內。

學校特別為活動設計了「運動月」貼紙，以獎勵投入參與活動的同
學。「觀小」同學的反應實在太踴躍，老師幾乎把所有「運動月」貼紙
都派光了。老師們眼見同學如此享受運動，看到同學運動後喜悅的表
情，也感到欣慰。

活力校園在「觀小」關凱華老師

    小息時，同學們也在
「活力區」轉─轉─轉，
你看我多威風。

  我們把做運動的時數記錄下來，
我們越做越快樂，快來做運動吧！

  九龍東區小學遊戲比賽賽前集訓，大家都
努力練習。

  本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我們也算是大贏家。

聲

六禮 郭齡聯

在音樂營這幾天，我學會了如何好好

照顧自己及別人，亦提升了我的自理

能力。和「軒小」學生交流令我獲益

良多，看到他們的表演和上課積極參

與的態度，也令我大開眼界。

六禮 曾俊謙

在這次音樂營中，我感到開心和享受，

可以欣賞精彩的電影─《玩轉極樂園》，

還學習了很多不同的新知識，學會怎樣

使用口琴，亦結交了不少「軒小」的同

學，這次活動增進了同學間的感情。

學
生 心

為了讓學生擴闊眼界，接觸課堂
以外的音樂知識及建立友誼，本
校於暑假期間與軒尼詩道官立小
學舉行聯校音樂營，透過營內豐
富的音樂活動，如音樂電影欣
賞、口琴工作坊、小組創作與合
奏等，讓兩校同學互相觀摩。活
動不但提升唱與奏的技巧，更能
培養他們熱愛音樂的情操，提升
個人素養。未來將會有更多的音
樂活動讓同學參與，從中培養他
們對音樂的興趣，讓音樂陪伴他
們成長。

童Sing童奏音樂營  齊學齊唱好歌聲

到了聯校音樂交流的尾聲，當然
要來一張大合照留念啦！

小小的口琴，都可以吹奏出貝多芬的
《歡樂頌》，同學們都很有成功感呢！

校長與各位音樂老師合照
留念，為這次愉快的音樂
營劃上完美的句號。

分組創作環節，同學利用
不同樂器，為歌曲配上伴
奏，豐富了音樂的層次。

李晉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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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早在孔子的時候已經實行「束
修 禮 」， 當 時 學 生 與 教 師 初
見 面 時 ， 必 先 奉 贈「 束 修 數
條」，表示對教師的尊敬。「觀
小」的學生藉著開學禮的日子
奉行「束修禮」。司儀一聲「獻
禮」，學生代表奉上心意卡，
全體同學向老師鞠躬，以感謝
各位老師的悉心栽培和循循善
誘。老師的辛勞，同學們都銘
記在心。「束修禮」在《言謝春
風》的音樂中完滿結束。

吳栢淳老師

束

修

你們知道束修
是甚麼嗎？就是
咸豬肉的意思，
當時的學費是
咸豬肉數條。

學生代表
懷着感恩的

心，奉上他們
的心意。

物輕情意重，老師都
暖在心頭。

謝謝老師，
教師節快樂！

六年級參觀立法會

六禮 羅嘉昌

參觀立法會後，我覺得那裏有一種莊

嚴的感覺，當我知道立法會制定一條

法例是這麼繁複之後，就覺得立法會

對香港十分重要。

學 聲心生

六勤 張麗欣

這次參觀令我覺得立法會是一個雄

偉、莊嚴和神聖的地方，更令我大

開眼界，也令我學習到很多立法會

的知識。

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擴闊學
生的視野，本校安排六年級學生
到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觀。在這次
活動中，學生可認識更多立法會
的知識，例如︰立法的程序、議
員開會的規則等。同學還有幸見
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和九龍
東議員胡志偉先生。同學並於活
動後與同學及家人分享經驗，這
實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活動。

林秀萍老師

同學在扮演立法會主席。

同學在扮演環境局局長，
發表對光污染的意見。

同學對光污染的立法制定，進行投票。 同學細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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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Apps

張佩玲老師

為提高小六學生的抗逆能力，迎接未來的中學生活，本校老師及社工於 
9月21日及28日先後帶領六年級同學參加了香港遊樂場協會開展的 Project 
APPS III 計劃，透過由專業社工帶領的歷奇活動，讓學生能為升讀小六及
面對升中的壓力作好準備。

這兩天活動，同學被分成四組，在旺角樂歷天地進行不同的歷奇挑戰。那
些挑戰包括高疊盤、信心跳躍及橫木。每項活動都有一定的難度。以高疊
盤為例，十分講求合作、信心及互相鼓勵的元素，老師們在當天喜見同學
嘗試將超過十個汽水盤疊高，而其中一位同學是坐在最高處，他們的合作
性很強。信心跳躍及橫木均考驗同學們在高處的膽量。在老師及同學的鼓
勵下，有許多同學都勇於嘗試，先向上爬，走過橫木，再返回地面，同學
的表現相當勇敢。活動結束前，他們都互相分享活動帶給他們的得着。

六愛 關曉欣

這次的活動能讓我明白到團體合作的

重要性。在每一個環節中，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角色，沒有一個人是多餘

的。我覺得每一個環節都是在跨越心

理障礙，挑戰自己，十分有意義。

同學們利用汽水膠箱

及他們的合作性，越

疊越高。

要有勇氣和膽量，才能

爬得高！我做得到！

同學們在活動結束
前互相分享。

學 聲心生

走到高處，同學們也不害怕。

為了配合電子學習需要，學校
邀請了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的借調老師為本校老師講解不同
的電子學習平台及教學軟件。期
間老師利用平板電腦學習編製教
材，對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及學
習軟件有更深的認識。

下午時段，學校安排老師到「黑暗中
對話體驗館」中，體會一次摸黑的經
歷，讓大家感受失明人士的處境。作
為老師的我，明白到在社會共融的環
境下，我們下一代要學懂包容、接納
和關愛，才能成就社會的和諧。

六誠 鄭子豪

這次的歷奇活動十分好

玩，起初我不敢玩，後來

我的同學支持我，所以我

去嘗試，發覺原來不是我

想像中那麼困難。

教師專業
發展日 黎月英副校長

老師們嘗試用點字來寫出自己的名字。

老師們正在聚精會神地學習如何運用

平板電腦進行教學。

老師們用觸角分辨物件。

離開體驗館前來一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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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
「家長教師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2018-2020)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顧問 — 謝寶珠校長

主席   友嵐女士 —

副主席 孫  琳女士 黎月英副校長

司庫 顧露群女士 冼翠芬老師

秘書 尹艷梅女士 孫慧玲老師

聯絡 黃麗詩女士 馮  銳主任

總務 何麗常女士 關凱華老師

康樂 李俊希先生 李麗貞老師

列席 — 林曼燕副校長

助理司庫 — 馮靜顏小姐

秘書助理 — 黃翠玉小姐

家長教師會會訊

大家好！我是新一屆家教會主席 温 

友嵐。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和支持， 

這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本人曾經 

教過書，很明白老師的職責與默默付出

的辛勞，以及同學們求學之路的艱辛，

這次當選可以通過和其他委員的一起努力，幫助學校和

家長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和合作，本人會盡力做好本職

工作，更好的為學校師生服務。

教育之路漫長又艱巨，培養下一代的任務不僅僅是 

學校和老師的責任，更應該是家長自身的責任。家長 

其實是孩子們的第一個老師，家長的言傳身教有時比 

學校的教科書更有影響力！希望我們家教會能不斷 

努力，總結經驗，積極配合學校教育工作，秉承温觀塘 

官立小學禮、愛、勤、誠的理念，在團結友愛，嚴肅

而又活潑，關愛師生的教學氛圍裏，努力讓孩子們 

成為德、智、體、羣、美全面發展的未來新一代！謝謝

大家！

本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同心協力為學校出一分力！

馮 銳主任

日月如梭，不經不覺在觀小已度

過了12個年頭。相隔十年，我再

次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教師委員，

有機會與一眾的家長委員並肩工

作，心感榮幸。我期望透過會

訊，向家長、老師匯報及推廣本

會舉辦的活動，請大家多多支持

及積極參與！

非常高興成為這大家庭一份子，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多向各位

老師、家校會委員學習，與家長

同學們一同進步。

顧露羣女士 (二勤 談芯瑜家長)

本人深感榮幸能當選第二十三屆家教會

常務委員一職。本人定必在未來一年 

全力以赴、竭盡所能，為師生們建立一個 

良好的溝通橋樑，好讓每一位同學們能

健康快樂地成長，秉承學校禮愛勤誠的

理念，貫徹始終！

李俊希先生 (一禮 李鎮江家長)

大家好！我很榮幸成為家長教師

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成為學校、

學生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 

作為小一新生的家長，我會積極

參與義工服務，協辦學校活動，

為孩子們的成長出一分力。

尹艷梅女士 (一誠 戴君錡家長)

我們是「觀小」的新成員，

非常榮幸加入這個溫暖的 

大家庭，並有機會成為家長

教師會的一員。感恩所有 

支持我的人，謝謝你們的 

信任！

孫 琳女士 (三誠 陳縉霆家長)

2017-19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補選結果公佈

  友嵐女士、何麗常女士

第二十
三屆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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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家教會」活動概覽

日  期 活  動

2018年10月03日 家長教育講座 温— 温親子伴讀說故事

2018年10月26日 第二十三屆會員大會

2018年11月12日 親子閱讀講座

2018年12月21日 聖誕聯歡會

2019年01月07日 家長學藝班 温— 温温國畫體驗

2019年01月19日 親子旅行

2019年02月23日 家長日暨書展

2019年03月 家長學藝班 温— 温健康食品

2019年05月21日 家長教育講座 (主題待定)

2019年05月 家長義工茶聚

觀塘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17-18年度 財政報告

(由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

收 入 摘 要 $

承上結餘  64,749.86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 15,372.00 

家教會會員登記費（503位 x $30=$15,090） 15,090.00 

中學巡禮 2017 報名費（$60 x 144人）  8,640.00 

訂購 明報《2018/19升中選校全攻略》                      4,080.00  

家教會「親子旅行」團費收費 47,493.00

匯豐銀行 － 銀行利息收入 0.36

總收入： 155,425.22

支 出 摘 要 $

服務費 － 支票戶口平均三個月少於$25000  150.00  

贊助敬師日活動 － 潤喉糖  337.50 

退回家教會會費 － 六誠 陳美琪提供證明獲豁免  30.00

中學巡禮 2017 報名費（$60 x 144人）  8,640.00 

訂購 明報《2018/19升中選校全攻略》每本$80  4,080.00 

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會食品  1,343.30 

家教會「親子旅行」團費 48,197.00 

家教會「親子旅行」抽獎禮券  4,730.00 

親子閱讀講座 － 講員費  800.00 

聖誕節糖果  4,073.00 

家長學藝班 － 製作香蕉蛋糕班材料及用品  1,019.50  

家長學藝班 － 製作手工肥皂及面霜材料  2,670.60 

歐洲文化日活動 － 歐陸製餅活動材料費  1,859.10 

銀行手續費：更改幹事簽署人  200.00 

校服轉贈及回收行動物品 － 塑膠袋  198.00 

家長義工保險（保險期：1.8.2018-31.7.2019）  1,600.64 

第五十九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 獎牌  600.00 

第五十九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 贊助書券66張  3,300.00

第五十九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 食物及用品 2,738.60

總支出： 86,567.24

結餘： 68,857.98

155,425.22 

截至 2018年8月31日為止，本會儲蓄戶口結餘為 $33,352.46、 

往來戶温口為 $35,505.52，合共為$68,857.98 元正。

撰寫人：司庫傅明順女士（家長代表）、 

        副主席黎月英副校長（學校代表）及本校會計文員馮靜顏小姐

覆核人：主席李潔冰女士 

義務核數人：蕭穎妍女士（6A鄭嘉晴家長）

本人很榮幸能與五誠班鄭素琳家長—黃麗詩女士一起擔任大會 司儀。學校特地安排了六年級的同學在禮堂觀看選舉的過程，感受選舉的氣氛。會上，主席和司庫分別作了會務報告及 財務報告，校長頒發了感謝狀給家長義工及卸任的家長、教師委員。在點票期間，一年級同學、觀小Super  Voice及跆拳道 學員為大家送上精采的表演。家長們把握機會，紛紛舉起手機拍照、錄影，為孩子們的成長留下美好回憶。會後，校長、 老師和家長在操場上一邊享用茶點，一邊交流閒談，愉快地 度過了一個下午。

何麗常 (三愛 梁浩鳴家長)

第二十
三屆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花絮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選舉」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

補選」終於圓滿結束！我很高興在大會上擔任司儀一職，親證

新一任家長教師會委員的誕生。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做好橋樑 

角色，同心協力地為家長、學生和老師服務，共建快樂學習 

成長的大家庭！

黃麗詩 (五誠 鄭素琳家長)

擔任大會司儀 
讓我們有機會持續學習， 

終身受用。

活潑可愛的 
一年級學生俘虜了 
家長們的心！

凌空踢板的動作 
讓人拍案叫絕！

新舊委員聚首一堂， 
薪火相傳。

觀小 Super Voice 歌聲甜美，繞樑三日。

御任在即，真叫人依依不捨。

15



電郵：ktgpsaa@gmail.com

校友會會訊

校友同樂日已於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圓滿地舉行了。那天很多校友都回到「觀
小」緬懷小學快樂的時光，當中有年屆退休的資深校友，也有正值盛年並為自己美好人
生奮鬥的青年人，還有剛離開母校不久的中學同學……    

當天校友們有的聚首禮堂一面吃茶點，一面興高采烈地與昔日的師長、同學細說今
昔的點滴；有的跑到操場與昔日師長一起打藍球、打羽毛球，有的走到昔日畢業的課室
回味往日唸小學的時光……

溫馨的傾談和熱鬧的活動過後，便是第九屆會員大會，接着是第九屆幹事會會議，
然後部分會員更移師到酒樓再聚舊，暢談近況。各校友會會員就這樣過了一個既美好又
難忘的同樂日！大家亦已相約於明年十一月第三個星期五在「觀小」再相聚呢！

鄧穎心老師

2018年畢業生 ─ 林巧凝校友 

(現就讀聖傑靈女子中學)

今年我升上中學了，要適應全新的

學習環境，認識新的同學，開展一個

全新又充滿挑戰的學年。這一年， 

除了學科增加了，又要適應全新的 

人際關係，還要擔心未來，雖然感到

有一些壓力，但我都會盡我所能做好

自己，為「觀小」爭光！

2018年畢業生 ─ 楊藹櫻校友 

(現就讀藍田聖保祿中學)

升上中學後，我面對着不少的

挑戰。例如：教學語言由自己

熟悉的中文變成英文，一開始 

我真的很擔心自己跟不上進度，

但幸好有老師、師姐及同學們

的指引，我開始慢慢融入中學 

多姿多彩的生活了。與此同時，

我也不忘母校對我的栽培， 

亦很感謝校友會頒發榮譽生這個

獎項給我，這確實給了我很大的

信心，我會繼續努力！

第九屆「校友會」幹事會 
(2018-2020)

校 友 幹 事

主席 莫詠冰女士

副主席 林杏霞女士

司庫 費榮富先生

秘書 簡笑怡女士

聯絡 葉碧瑤女士

總務 李嘉偉先生

康樂 劉子添先生

學校代表

當然顧問 謝寶珠校長

顧問
林曼燕副校長、梁綺玲老師 

鄧穎心老師

列席   黎月英副校長

2018-2020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友成員

林杏霞女士及李嘉偉先生

一班校友一早到場， 先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來一張合照！

校友們已急不及待跑到操場 
與昔日的同學切磋球技！

今年出席會員大會的校友人數可不少啊 !

不同年份畢業的校友及顧問 

也來一張合照。第九屆幹事會成員正準備 
開始第一次會議。

校友們開懷暢聚！明年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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