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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信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為了讓小一學生及早適應小學的生活，學校設計及實施了「幼小
銜接」課程。銜接活動包括：舉辦小一適應日、小小新鮮人、遊校園、Bookstart計劃、家長座談會、與教
育大學交流、傾心會及小一慶祝會等。

為了讓學生開心地成長，學校本年度利用了繪本教學進行生命教育，透過故事的方式，讓學生學習處事待
人的態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良好的品格，同時更容易面對成長的挑戰。學校亦會定期派發「一年
級通訊」及「學習歷程檔」，讓家長能清楚孩子在學校的生活，一起與學校攜手幫助孩子順利過渡小一。

幼小銜接  助小一生適應 梁綺玲老師、賴倩儀老師

Bookstart圖書贈送計劃
，每一位小一同

學都收到老師為他們精
心挑選的圖書。

教育大學學員正和小一同
學一起小

息，了解學校的小一銜接
課程。

傾心會時，小一同
學都

樂於分享內心小祕
密。

學校舉行小一家長講座，
讓家長了解學校的運作。

小小新鮮人活動，小一生
要介紹自己和認識同學。

遊校園時，小一同學都說：
「圖書館，真大呀！」

在小一慶祝會上，同學戴上自己

設計的生日帽，為家長們表演。
小一同學在慶祝會時一起玩遊

戲

和吃蛋糕，大家都十分盡興。



期待已久的秋季旅行，在十月二十三
日順利舉行，同學們都雀躍萬分，在各自

的旅行地點享受了一整日的快樂時光。一年級
的同學與其家長在馬鞍山公園共享天倫之樂，二
至六年級的同學則分別前往了馬鞍山公園、曹公
潭戶外康樂中心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公園或營地設施一應俱全，同學都按着自己的喜
好，參與一系列的康樂活動。同學們三五成群，
有些愛挑戰自己的同學玩繩索遊戲，有些文靜的

同學則沉醉於桌上遊戲，他們臉上都掛着活
潑可愛的笑容。在這次秋季旅行日，同

學們動靜皆宜，玩得盡興，旅行日
後都感到身心舒暢。

葉麗英老師、溫彩兒老師

小一及小二的旅行日接近尾聲，
看到家長和學生意猶未盡的樣子！

吹泡泡亦成為同學
的「寵兒」之一。

我們在
麥理浩

夫人度
假

村先來
張合照

，然後
去

進行活
動。

午膳時間到了，食物
很

豐富，大家互相幫忙
，

很快就可以吃飯！

靜態活動同樣有趣，同學們樂在其中。

繩索遊戲一樣難不倒

同學們，輕鬆完成。

秋日遊 樂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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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公園前來張大合照，然後正式展開我們的旅行日！

三、四年級到達曹公潭戶外
康樂中心，馬上要進行精彩
的活動。

進行遊戲前，當然要先熱身，這樣才不會受傷。

看看同學的英姿
，

有姿勢，有實際
！

小一親
子遊戲

時

間，家
長和學

生

都十分
投入！

教練正
在介紹

射箭的

玩法，
同學們

用心聆

聽，十
分專注

。

看看行石
春路，

完成沒有
難度！

嘩！足球
機呀！同

學們

可以好好
較量一下

。

同學的身手不
凡，三兩下兒就
登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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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聲萬花筒》為本校尖子課程，由校方挑選出 20 位學生組
成 e-樂團，接受為期一年合共 24 堂的創作和演奏課程。樂
團透過有系統以及循序漸進的音樂訓練，提升學生的音樂修
養與團體精神。演奏的部份，團員需要利用平板電腦與音樂
軟件內的虛擬樂器，演奏由古典音樂改編而成的樂曲。創作
的部份，樂團配合海洋公園學習日的延伸學習活動，以小組
合作的形式，配合海洋為主題，共同創作五首全新的電聲作
品。樂團於去年七月假 荃灣大會堂作公開演出，藉此向大
眾宣揚大自然的美，亦提高大眾對環境保育的意識。

李晉怡老師

五禮 王靜儀

第一次加入e-樂團時，我覺得很新奇，因為

我從來都未想過可以用平板電腦演奏管弦樂

和其他電子音樂。過程中，我們要進行合奏

和創作，這能訓練我們的合作性。我覺得最

有意義的部分是創作，因為可以透過音樂和

短片，喚醒人們對保育海洋的意識。

學 聲心生
六愛 童文

我參加e-樂團快兩年了，自從參加

了e-樂團後，我學會了團隊精神，

而且對音樂的興趣提升了不少。

能成為e-樂團的成員，我感到十分

驕傲和自豪，我一定會珍惜這寶

貴的機會！

融合科技與藝術，宣揚愛護大自然

能夠在大型的展覽會場
分享創作的成果，想必
是畢生難忘的體驗呢！

終於完成演出了！
來一張大合照吧！

e-樂團能演出成功，
要感謝參與籌備與指
導工作的教師團隊！

小組配合海洋畫面，奏出
優美的樂段，從而提升大
眾對環境保育的關注。

團員接受機構頒發的結
業證書，為一整年的學
習劃上完滿的句號。

校長到來欣賞同學演
出，為e-樂團打打氣！

小組代表接受梁博士的
訪問，講解《海洋之城》
的創作意念與樂曲構思。

分享環節，團員向在
場觀眾分享小組作品
《淨化的海洋》。

海洋悲歌 淨化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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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同學的抗逆能力，迎接未來的挑戰，本校於九月二十及
二十七日為小六同學安排了由遊樂場協會舉辦的歷奇活動。

歷奇活動是一種體驗式學習，同學們除了憑自己的
能力，亦在其他同學的互助、互信和不斷溝通中，
完成高空平衡木、高空
疊箱子等高難度任務。
同學們樂在其中，完成
活動後，亦各有得着：
他們認識了自我，改
善了人際關係，增強
了自信，提升了面對
逆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為升中生活建立
了良好的基礎。

學 聲心生

蕭淑霞老師、廖玉玲老師

小六歷奇活動 抗逆樂Teen派

活動完成，
大家坐下來與導師
分享個人感受。

用心聆聽，
為迎接歷奇活動
作好準備。

穿上裝備迎
接挑戰。

我們為你打
氣，請勇敢踏去
另一個吊環。

各人緊守岡位，
鼓勵高空的同學勇敢
前進，跨進一步。

在大家努力
下，箱子疊至
十八層了。

「萬丈高樓從
地起」，疊箱子原
來是同一道理。大
家加油啊！

地面的同學仰望
伙伴，不禁問：「人
在高處，是否看得
更遠更清？」

六禮 胡敏祺

在這次歷奇活動中，我感到非常刺激，還學到很多知識

和道理。當我在挑戰高空疊箱子的時候，雖然我天生畏

高，但是在同學的鼓勵下，我變得勇敢。最終，我成功

挑戰疊至18層箱子的紀錄。這次歷奇活動讓我明白到成

功不單止需要個人的力量，亦需要團隊的支援及幫助。

六勤 吳思妍

那天的歷奇活動，我

們要分組接受不同的

挑戰，活動讓我們學

會了互助互愛，更感

受到友誼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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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
有你—「關

愛校園小天使」

Our annual Halloween English Fun Day was 
spooktacular! Thank you to all the staff,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have made this celebration a success. 
This year we held a school wide event and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wear Halloween colours or a 
costume. This special day was also filled wit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campus. 

In the hall students ventured into our spooky 
hallway and ran through our haunted garden. On the 
playground the children played a variety of English 
games to challenge their vocabulary and reading skills. 
Students made their way around 6 exciting game 
booths and collected a chop at each station. 

We created a number of activity rooms for students to 
complete a Halloween STEM challenge that required 
team work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fter their hard 
work they were able to use these skills to create crafts 
in the classroom. In addition to these events, students 
were also treated to some videos and songs related to 
Halloween. It is our hope that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feel free to speak, play and work in English during the 
festival. We are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promote 
English education in a fun and interesting environment. 
Happy Halloween!

Halloween Fun Day Miss Wright

It is our 

spooky Tic 

Tac Toe!

It takes team 

work to win!
Welcome to 

our haunted 

hallway!

Let the
games begin!

Are you scared?

Happy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How many 

spiders can 

you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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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群群稚嫩的小一新
生走進本校的大門，面對
新的事物及挑戰，他們總
有點的害怕和擔心，為了
幫助小一新生，我們建立
了「關愛校園小天使」。在
學期初的每個小息及導修
課，「關愛校園小天使」都
會走進小一的課室，一路
陪伴一年級學生走過這段
適應時期。「關愛校園小
天使」會帶領一年級學生
認識校園，講解學校的規
則，更會關心他們學習的
情況，讓他們盡快適應上
課模式和規則，為日後的
學習做好準備。

學校於本學年推行了初小生命
教育繪本活動，將正面價值
觀及品德教育透過繪本分
享，融入圖書課內。繪本
正正是「小故事講出大
道理」，以精簡有趣的
故事配合反思活動，
培養學生欣賞、關
愛、體諒等品德情
意 。 課 堂 中 ， 同
學都積極踴躍發
問 ， 分 享 閱 後
感 ， 彼 此 互 相
學 習 ， 從 閱 讀
中 找 到 樂 趣 與
得著！

葉淑怡老師

一路
有你—「關

愛校園小天使」洪燕敏老師

同學在閱讀冊上紀錄主題閱讀的圖
書，積少成多，培養閱讀好習慣！

在小二生命教育繪本啟動禮上，
同學們都踴躍回答問題！

同學們都專心地聆聽關於
體諒和關愛的故事。

又聰明又有愛

心的「關愛校園

小天使」又
來了！

「關
愛校
園小

天使
」就
在你

身邊
！

每個
小息
及

導修
課總
見到

小天
使的

身影
。

不用皺眉
頭，有我
在呢！

圖書課生命教育的繪本，
內容有趣吸引！

共享繪本樂趣
  學習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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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蒙寶儀老師   副班主任：關麗翠主任

班主任：許麗娜老師   副班主任：鄭慕潔主任

班主任：龔淑德老師

班主任：鄧穎心老師   副班主任：李麗貞主任

班主任：賴倩儀老師

班主任：陳欣怡老師

一禮

三禮
三愛

二禮 二愛

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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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林秀萍老師   副班主任：馮銳主任

班主任：鄭燕薇老師   副班主任：劉慧嫻主任

班主任：盧麗欣老師   副班主任：麥藹慈主任

班主任：吳佩君老師
班主任：温彩兒老師   副班主任：羅靜儀主任

班主任：葉麗琬老師

三勤
三誠

二勤 二
誠

一勤
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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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胡慶恩老師 班主任：關凱華老師   副班主任：吳栢淳老師

班主任：梁綺玲老師
班主任：劉美寶老師

班主任：梁美琪老師 班主任：賴淑娟老師   副班主任：湯致能主任

六禮
六愛

五禮
五愛

四禮 四愛
禮
愛
勤
誠 

樂
照
滿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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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張佩玲老師 班主任：孫慧玲老師

班主任：黃江南老師 班主任：洪燕敏老師

班主任：蕭淑霞老師 班主任：廖玉玲老師

六勤 六誠

五勤 五誠

四勤 四誠
禮
愛
勤
誠 

樂
照
滿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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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少娟副校長、謝寶珠校長、林曼燕副校長

非班主任：	李晉怡老師、陳德謙老師、張佩儀老師、
	 陳翠蘭老師、吳栢淳老師、冼翠芬老師、
	 何美英老師、葉麗英老師、勞永基老師

鄭慕潔主任、湯致能主任、關麗翠主任、
羅靜儀主任、李麗貞主任、麥藹慈主任、
關惠芬主任、劉慧嫻主任、馮銳主任

教學助理：	廖逸陶老師、許詠婷老師、陳燕欣老師、石若琳老師、
	 黃翠玉老師、鍾淑儀老師、葉淑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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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叔叔、順姨姨、媚姨姨、珍姨姨、清叔叔

外籍老師：Miss	Wright	and	Mr	Justin

駐校社工：楊凱莉姑娘、林文輝先生

資訊科技支援員：遜哥哥、Simon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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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成長路上遇上每一位的良師，
全 因 有 您 們 ， 我 們 才 可 以 茁 壯 成
長，老師們謝謝您！ 

配合「敬師日」活動，我校亦於九月 
六 日 ， 在 開 學 禮 中 進 行 了 敬 師 活
動。以往同學們曾為老師獻上敬師
卡，送上敬師茶，去年又進行了束
修禮，今年同學們為老師送
上「番梘花」，希望老師們
在辛勞一天後，能夠舒舒服
服地聞聞花香，休息一下。

本人能夠得到教育局優良顧客服務
獎，全賴有校長、各主任及課程組組
員的協助下，群策群力令工作順利進
行。課程組負責統籌校本課程和推動
STEAM學習的工作，當中包括「新
加坡四天學習之旅」、「幼小銜接課
程」及各級的教育性參觀。

參與「海洋公園連繫學生與大自然
STEAM學習計劃2018-19」，本校獲
得「傑出學校獎」。海洋公園學習日
的活動，讓學生認識及體驗保育的重
要，是次活動更獲得海洋公園邀請，
在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
會議的「學與教博覽」中，與來自世
界各地學者分享，對我們來說，這都
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教育大學
的

師生到訪
，了

解本校的
幼小

銜接課程
。

同學利
用

智能電
話閱讀

海洋公
園內的

QR	C
ODE。

與謝校長

一起出席

頒獎禮。

校長、李Sir及黃 Sir 一同出席「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 2019」。

梁
美
琪
老
師

敬
師
禮

學生代表
為我們主持
敬師禮。

老師們收
到同學送上的
「番梘花」，
甜在心頭。

表揚教師
(2018-19年度)
劉美寶老師、
賴淑娟老師

同學們懷著
感激的心，
衷心地多謝
老師。

勿忘師恩，
六年級學生代
表，向老師
送上心意。

羅靜儀主任

教育局
優良顧客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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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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曼燕副校長

司庫 顧露群女士 鄭燕薇老師

秘書 尹艷梅女士 蕭淑霞老師

聯絡 黃麗詩女士 馮  銳主任

總務 何麗常女士 鄭慕潔老師

康樂 李俊希先生、鄭家兒女士 陳欣怡老師

列席 — 吳少娟副校長

助理司庫 — 馮靜顏小姐

秘書助理 — 孫名政先生

家長教師會會訊

本屆家長教師會成員，同心協力為學校出一分力！

2019-2021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結果公佈

何麗常女士、賴柳燕女士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2018-2020)

家長委員用心地包裝同學們捐

贈的校服，務必把這份愛心送

到有需要的同學手上。

收到同學們的愛心捐贈,大家都很高興。

何麗常女士 (四愛 梁浩鳴家長)

第一期的校服回收及轉贈活動已於2019年9月10日揭開序幕。

今年的轉贈活動較往年早，目的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在轉季前收到

轉贈的校服。這活動既能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又能延續校服的

「壽命」，減少碳排放，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更能讓小朋友 

學習珍惜資源和感恩，非常有意義！

鄭家兒女士 (二禮 何浩燊家長)

很開心能當選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擔任 

康樂一職，有幸可以從謝寶珠校長手中接過

委任狀，內心真的很激動。感謝大家，讓我

有機會加入家教會，希望在未來一年任期

內，盡自己能力，與老師和其他委員們一起

協助學校舉辦活動，讓同學們在學習之餘，

也能享受不同的活動。

鄭慕潔主任

我是鄭慕潔主任，很高興今年能成為觀塘

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擔任總務

一職。在第一次會議中，我認識了各位 

委員，期望與大家一起携手合作，讓家長

教師會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陳欣怡老師

大家好！能夠成為家長教師會新任委員，我感到十分榮幸。我希望透過舉辦家教會的各項活動，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和合作，讓孩子們在這大家庭裏愉快 成長。 

蕭淑霞老師

我去年才加入「觀小」大家庭，已深深 

感受到本校家校一家融洽的氣氛。本年 

有幸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教師委員，希望 

能與家長們一起共同努力，為學生的成長

和學校發展出一分力。

鄭燕薇老師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工作任道而重遠。本人今年有幸能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教師委員，有機會與各家長並肩合作，舉辦各種活動，真令我十分期待﹗讓我們攜手合作，為培育學生而努力！

任家長委員心聲新 任教師委員心聲新

校服回收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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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家教會」活動概覽

日  期 活  動

2019年10月25日 第二十四屆會員大會

2019年10月28日 家長教育講座⎯【親子方程式】親職教育工作坊

2019年12月20日 聖誕聯歡會

2020年01月18日 親子旅行

2020年01月22日 親子工作坊⎯「相處、管教、溝通」

2020年02月22日 家長日

2020年03月27日 運動會

2020年04月03日 大洋洲文化日

2020年05月 家長義工茶聚

2020年06月24日 畢業典禮

2020年07月06日 頒獎禮

觀塘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18-19年度 財政報告

(由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

收 入 摘 要 $

承上結餘  68,857.98

訂購 明報《2019/20 升中選校全攻略》 5,200.00 

家教會會員登記費（531位 x $30=$15,930） 15,930.00 

中學巡禮 2018/19 報名費（$60 x 225人）  13,50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                    15,474.00  

家教會「親子旅行」團費收費 38,420.00

匯豐銀行 － 銀行利息收入 31.61

總收入： 157,413.59

支 出 摘 要 $

訂購 明報《2019/20升中選校全攻略》( 65本 X $80)  5,200.00  

中學巡禮2018報名費 (225位學生 x $60)  13,500.00 

第二十三屆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選舉飲品及餅乾  1,314.50

親子閱讀講座 － 講員費 (12/11/2018)  1,000.00 

家教會親子旅行團收費 ($38,420為團費，$672 為行政費)  39,092.00 

美洲文化日活動 － 墨西哥粟米脆片製作活動材料費  4,729.10 

運送 CrossRoads 聖誕禮物運費 989.00 

贊助聖誕節學生糖果活動  3,868.40 

家長學藝班 － 國畫體驗班材料及用具費用  809.60 

親子旅行抽獎禮⎯ $100 20張，$50 27張及小食 $540  3,890.00 

銀行手續費：更改幹事簽名人  200.00  

第六十屆畢業暨頒獎典禮 － 贊助書券  2,058.00 

2019 會員周年大會暨第九屆理事會選舉 (入會費用 ~ 二年)  400.00 

校服轉贈及回收行動物品 － 塑膠袋  447.00 

家長義工茶聚 － 食物及用品 2,612.00 

畢業典禮 － 教職員食品  2,000.00 

家長義工保險 (保險期：1.8.2019-31.7.2020) 1,600.96 

家長學藝班 － 紫薯饅頭工作坊費用 ($40 x 25位)  1,000.00

總支出： 84,710.56

結餘： 72,703.03

157,413.59 

截至 2019年8月31日為止，本會儲蓄戶口結餘為$33,384.07、

來往⎯口為$39,318.96，合共為$72,703.03元正。

撰寫人：司庫顧露群女士(家長代表)、 

        副主席林曼燕副校長(學校代表)及本校會計文員馮靜顏小姐

覆核人：主席溫友嵐女士

義務核數人：蕭穎妍女士（2018-19畢業生鄭嘉晴家長）

「第24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

員補選」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在一片熱鬧的

歡笑聲中圓滿結束。今年我非常榮幸能代表家教會擔任大會司

儀，內心雀躍萬分。      

每一屆會員大會的焦點除了會員選舉外，當然少不了學校

為家長們準備的一系列精彩表演。最緊張的當然是小一家長 

們了，看見自己的心肝寶貝第一次踏足舞台表演大合唱， 

每個家長的臉上都流露出萬分喜悅的神情，紛紛給孩子拍攝

錄影。我在此祝福每位同學們都能在學校健康快樂地成長， 

學業進步。

李俊希先生  (二禮 李鎮江家長)

兩位家長委員第一次擔任司儀 
就表現淡定，落落大方， 

贏得不少掌聲。

會員大會結束後，
家長們聚首一堂，
輕輕鬆鬆吃茶點，

談笑甚歡。

家長義工們欣然地
從謝校長手上接過

「家長義工委任狀」。

天真爛漫的一年級學生以甜美的歌聲俘虜了家長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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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ktgpsaa@gmail.com

校友會會訊 校 友 幹 事

主席 莫詠冰女士

副主席 林杏霞女士

秘書 簡笑怡女士

司庫 費榮富先生

聯絡 葉碧瑤女士

康樂 劉子添先生

總務 李嘉偉先生

學校代表

當然顧問 謝寶珠校長

顧問
吳少娟副校長、洪燕敏老師 

鄧穎心老師

列席   林曼燕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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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母校60周年校慶，本會自成立至今 

已達10年之久，由起初一株幼苗經悉心 

灌溉後已長大成茁壯的樹幹，現擁有千多名

會員。校友會之強勢實有賴各屆幹事及會員 

積極參與會務與活動，得以維繫彼此的情誼，

這是值得鼓舞的。

本人1964年於母校畢業，中學畢業後在 

社會工作了近40年，數年前退休後接受一份

半職的差事，因而可抽空擔任校友會幹事，初心是協助及推動校務發展。本年度我會

與眾成員繼續履行職責，群策群力，延續給孩子一個「優質」的家之理念。在此殷切

呼籲各位踴躍出席校友同樂日，藉此緬懷兒時的歡樂時光及分享現在的成果。

莫詠冰女士

2019年畢業生 ─ 趙子晴校友 

(現就讀聖傑靈女子中學)

歲月匆匆，我從一個懵懂的小學生變成了一個 

中一學生。升上中學後，一切都是陌生的， 

新校園，新同學，新老師，新科目，霎時之間讓我

難以適應。幸好我升到一所充滿愛的中學，同學的

熱情，老師們的關心，讓我慢慢適應了中學生活。

中學比小學多了很多不同的科目，其中我最喜歡聖經科。此外， 

我接觸了很多新的課外活動，讓我大開眼界，我對未來充滿著 

嚮往！

最後，我要多謝母校六年來對我的悉心栽培，給了我很多難忘的

學習經歷，讓我具備各方面的能力。

2019年畢業生 ─ 翁諾怡校友 

(現就讀觀塘官立中學)

時間飛逝，我的校園生活已由小學變為中學， 

我深深感受到很多不同。以前，我們早上帶着歡聲 

笑語；現在，我們埋頭苦幹，各種各樣的功課使我們 

壓力倍增。不過，新老師和新同學和藹可親，無論是在

功課上，還是其他方面，他們都處處給予指點和幫助。

中學的課節多了，課堂時間也多了，功課也更加困難，所以我非常 

感激小學老師的教導，使我建立穩妥的學習基礎，更有力量去迎接中學

的新挑戰和困難。

小學老師的諄諄教誨，我必定銘記於心。最後，我再次多謝母校各位 

老師的默默付出，令我可以茁壯成長。

2009年畢業生 ─ 吳文楷校友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十年蛻變，許多的人和事也許已變得面目

全非，但我對「觀小」的情懷卻從未減褪。

說起「觀小」二字，令我想起以前的日子，

確實有許多數不完甜酸苦辣的回憶。還記得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當時我正值是反叛期，

老師說去東邊，我偏偏就要去西邊，我就是

不聽老師的話！幸好當年的班主任賴淑娟 

老師卻沒有放棄我，反之她卻循循善誘， 

令我進步。現在說起來，我也感到羞愧， 

辛苦她要教導調皮的我。小學六年級的我，

當時陶醉於運動上，在跑步和游泳上取得 

佳績而且得到老師的肯定。在此，感謝當年

老師的提名，讓我代表學校競選屈臣氏集團

香港傑出學生運動員獎。

吳少娟副校長

提到孫慧蓮老師，大家可能感到陌生，但當說到某電視台 

處境劇中的人物 ─ 陳師奶，大家定有共鳴。劇中的她搞笑 

生鬼，跟現實生活中年屆81歲的她也不謀而合 ─ 為人 

隨和樂天、跳脫令人開懷。

時光飛逝，孫老師曾在五間官立小學執教鞭長達39年， 

並於1959年任教觀塘官立小學，是本校的創校老師 

之一。前些日子她重遊舊地，還作了某周刊的人物專訪， 

把她為人師表的故事和人生的點滴娓娓道來。

勇敢的追夢者 — 觀小創校老師孫慧蓮

校友會主席的話

第十屆「校友會」幹事會 
(2018-2020)

(左起笫一位)

(明周提供)

更奇妙的是，孫老師自 

1 9 9 8 年 正 式 退 休 ， 

然 而 退 休 後 的 她 並 沒 有 

停下來，反而開展了她人生

精彩的下半場 ─ 演員夢，

一做便是23年了。

做人真的要有夢想嗎？ 

你有夢想嗎？你的夢想是 

什麼？你敢去追夢嗎？

過去的回憶總是美好的，想不到十年 

光陰就如此溜走了。慶幸的是在「觀小」 

這段日子裏，我遇上了 

賴淑娟老師、蒙寶儀老師、 

湯致能老師、吳栢淳老師， 

沒有他們，也成就不了

今天的我。

畢業生心聲

畢業生心聲

勇敢的追夢者 — 「觀小」創校老師孫慧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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