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曦櫻老師：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

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箴言 4：23）盼望學生
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心靈，活出

生命應有的意義與價值。

Mr Philip:
Life educa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 student’s education. It 
helps students develop respectful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e n a b l i n g  t h e m  t o  b e c o m e 
more rounded and fulfill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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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堅副校長

  我們都期望孩子擁有豐盛的生命。豐盛在於精神富
足，而非物質享受；豐盛在於付出，而非索取；豐盛在

於「役於人」，而非「役人」。盼望孩子能在主耶穌的

恩典中不斷成長，學習施予，得著滿足，擁有豐盛的生

命、完美的人生。

李煥蓮副校長

  很喜歡看螞蟻搬食物，每次見牠們搬食物，總是驚
歎牠們搬東西的能力。牠們不會因跟一塊比自己大幾倍

的東西而退縮，面對難題，只會想辦法。縱然要分千百

次搬，但無損決心。就讓我們以螞蟻為榜樣，不怕困難，

不退縮，憑決心爭取成功。

陳彥琼老師：

生命教育旨在讓學生能以

不輕易放棄的精神去面對人

生路上每每遇到的難題，並向

着目標前進。

黃思遠老師：

言行合一最為重要。「孩子

們哪，我們的愛，不要只在言

語或舌頭上，總要以行為和真

誠表現出來。」(約翰一書 3:18)

費騰老師：

教育的本質就是生命影響

生命，用我們的一言一行，影

響學生的一舉一動。「教育者，

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

將來。」 —蔡元培

葉紹微老師：

在主基督的愛及聖經真

理的氛圍下 , 希望學生面
對逆境時也擁有主基督賜

予的能力和正面思維去

解決問題。

何倩燕姑娘
（Chris姐姐） ：

我們都是學生的同行者，共

同去探索、認識自己，發掘

自身的潛能，從中學會接

納和表達自己。

張偉賢老師：

甜酸苦辣應該是人生食

譜中的要素，每一樣太多

太少或缺都不可。沒有經

歷酸苦辣就不知如何是

甜，如何美好。

生命教育
讓孩子茁壯成長

王彩娣校長

  本年度學校目標以「明自愛，識自強」為方向，透過全
方位學習讓孩子認識自我，思考個人特質，肯定自己的能

力，建立正面的自尊感，以積極態度探索生命之意義。對學

童來說，生命除了學習之外，還要打好心靈健康的基礎，提

升抗逆力，培養負責、仁愛、樂觀、合群的良好品格。未來

在孩子成長的路上，縱然滿途挑戰，但只要在上帝的恩典與

老師及家長的愛心勉勵支持下，孩子們必能處變不驚，他們

定會更自強更自愛！

李嘉悅老師：

我們的生命雖然短暫而渺

小，但是偉大的一切卻正由人

創造。我希望學生能意識到自

己有這崇高的任務，擁有這無

上的快樂。

余震銘老師：

生命道路上並不一定平

坦，總會遇到崎嶇，希望學

生不單在知識上不斷增長，還

要在逆境時能樂觀地面對，熱

愛生命。

甘力軒老師：

老師的言行舉止是學

生的榜樣，期望在我們

的循循善誘下，他們

能培養正確的人生

價值觀。

熊采恩老師：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長處，但

必須學懂如何做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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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盡責任的寵物主人」講座
  漁農自然護理署為初小學生舉行「做個盡責任的寵物主人」
講座，教導他們尊重生命，內容包括與寵物相處的態度，了解人

們棄養寵物的原因。而寵物與我們很相似，都是有感情的，我們

飼養寵物前要和家人商量，負起照顧牠們一生的責任，切勿因一

時高興，或跟隨潮流而養寵物。當天，漁護署更安排小狗「一仔」

示範表演，牠可愛的模樣、敏捷的身手和知禮守規的態度，逗得

我們哈哈大笑！

東華三院平和坊

「反賭迷思  過來人分享」講座
  青少年喜歡尋求刺激，好勝和愛冒險，很容易被誘導參與賭
博。因此，我們為高年級學生安排了東華三院平和坊舉辦的「反賭

迷思  過來人分享」講座，當天除了由主講嘉賓講解賭博
的定義，糾正迷思外，更由成功戒賭人士

（過來人）闡述賭博的禍害，提高學

生的抗賭意識。每位學生更獲發有關

「反賭迷思」的漫畫小冊子。學生踴躍

參與互動環節，破除對賭博的迷思和避

免禍害，遠離賭博！

大家都踴躍表達意見
成功戒

賭人士
( 過來人

) 

闡述賭
博的禍

害

我們和「一仔」開心地合照！

學主踴躍回答問題，獲得精美禮物寵物晶片的秘密：無線射頻辨識科技（RFID）
  RFID 標籤中可以存入資訊，並且在藉由電磁力供給能源後，
以無線電波傳遞資訊至掃描器中。寵物晶片是 RFID 標籤的一種，
植入寵物體內後會保存每隻寵物的身分資訊。

送贈聖誕卡
全校師生繪畫聖誕卡，為聯合醫
院病人打氣！

種植蔬菜
經過細心的照料，終於有美好的
收穫了！

「活出生命力」計劃
  本年度獲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教育及培育基金撥款五萬元，資助本
校發展「活出生命力」生命教育計劃，目的為發揮學生堅毅的精神、培養

惜福感恩及珍惜生命的態度。五、六年級的「生命大使」肩負重任，透過

參與不同的活動，努力營造「活出生命力」的校園氣氛。

「活出生命力」大型壁畫製作

小狗「一仔」為我們表演跳圈

生命大使和加拿大國際學校學生義工於壁畫前合照留念

除了油基的孩子，老師和家長，基督
顯光堂教友也來一起參與壁畫製作

學生們懷着一顆熱誠的心到
長者之家服務，各人帶着滿
足的笑容離開

「一仔」嗅覺很靈敏，
不消一會兒便找到物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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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自愛獎勵計劃
  經過上學年學生們的積極參與，欣喜他們的自律自愛能
力已提升了不少。為了進一步強化學生的自律精神，並配合

學校的目標口號「明自愛 識自強」，本年度推出「自律自愛
獎勵計劃」的升級版 — 9 月為「自律篇之團結」、10 至 11
月為「自愛篇之禮貌、珍惜」、12 月至 1 月為「自律篇之尊
重、守規及體育精神」。我們希望孩子學會為主作工，努力

做個自律守規的孩子！

精英領袖生日營
  學校致力培育具領導潛能的學生，為此，本年度舉辦三次
領袖生訓練，期望利用針對性的培訓，提高學生的領導才能，

發揮同儕的影響力，以帶領全校學生共同進步。在 12 月更舉
辦「精英領袖生日營」，40 位五年級學生參加循道衛理中心專
業導師、觀塘警區警民關係組鄧警長及本校訓育主任安排的訓

練活動。學生在活動中充分發揮所長，認真投入活動。除提升

了他們的自信心和解難能力外，更讓他們認識到作為精英領袖

生應具備的素質，為日後成為隊中領袖作好準備。

  學校透過不同的小組活動、戶外訓練及學生講座等，增強學
生的社交技巧解難能力、情緒管理等，以培育學生的身心靈健康。

學生成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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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工程師快樂學習小組
透過遊戲及訓練，培育學生樂觀和
正向訊息

心晴賽馬會喜動校園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於講座中帶領學生進行  
「心晴喜步」運動

成長的天空計劃
五年級學生充滿愛心地接待
長者，與他們在學校慶祝聖
誕，並共同製作聖誕卡

成長的天空計劃
四年級學生及家長愉快地參與親子黃昏營

朋輩調解員訓練
由兩位律師親自教授基本調解技巧，學
生順利結業，並在校擔任朋輩調解員。

正向迎未來計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黃姑娘
教導學生製作健康及美味的食物

得獎的班別在玩躲避盤 !
《自律自愛獎勵計劃》海報

看 ! 他們又開心又投入 !

信任梯—大家要
彼此互信才可成功

大車輪—要有默契車輪才可轉動

鯨魚尾—互相合作才可保持平衡
出發前與警長大合照

讓我閃耀小組
透過遊戲及活動方式學習，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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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已於 11 月 10 日假九
龍灣運動場舉行，我校運動員表現優異，共獲得八個個人項

目獎項及兩個團體獎項。「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運

動員經過刻苦訓練，在比賽中發揮團體合作精神，在各項賽

事獲取佳績，盡顯潛能，為學校爭光。

九東遊戲日

  18 位三至六年級學生懷著花式跳繩的夢想，在 12
月 8 日前往深圳光明新區愛華小學進行交流，與當地學
生一起體驗刻苦的跳繩訓練，一起切磋，感受花式跳繩

的衝擊和火花。

運動員正在進行跳繩比賽

老師和學生一同參加躲避盤活動

  12 月 1 日是全校運動日，向學生推廣及宣揚普及運動的重要，藉以培養他
們終生運動的習慣。我們安排了多項體育運動導師作示範及指導，例如：欖球、

躲避盤、小型網球、足球、地壺球等，讓全校師生在愉快輕鬆的氣氛下體會做

運動的樂趣，並讓學生學習另類運動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建立一個健康生活

模式。

全校運動日

深圳花式跳繩交流
運動員正在進行

持棒穿圈比賽

運動員努力的成果

10 月 22 日充滿活力的花繩跳繩百人大軍及 20 多位家長義工，到觀塘康寧道遊樂場參加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
年「千人跳繩同樂日 2017」推廣活動，享受陽光下跳繩運動之樂趣

學生們精神奕奕地準備比賽

活力健康生活活力健康生活

班際地壺球比賽非常激烈

四年級學生正在進行歷奇活動 學生認真地學習踢毽子的技巧

千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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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綠 D班

我們善用廚餘，發酵
一個月的蕉皮混合泥
土便可變肥料

廚餘堆肥用處多， 
油基的菜芯真壯健！

廚餘堆肥真有用，我們的菜芯真壯健 !

廚餘堆肥真有用，我的小菜苗
成功發芽了 !

惜飲惜食不浪費

我們用膠樽變成黃時鐘花花瓶

  本年度學校舉辦多項環保活動，讓老師、家長及學生於不
同的環保活動中體驗，身體力行，將珍惜、減廢、重用的概念

帶入校園，齊來實踐環保生活，做個負責任保護地球的小管家。

  本計劃旨在向學生推廣節約能源的
重要性，透過一連串環保教育工作坊及

活動，推廣能源效益概念，培養環保意

識及協助他們養成環保生活習慣，並推

己及人，鼓勵家人一起過綠色生活。

1份糖 3份果皮 10份水，
果皮酵素又香又環保

綠優校園  認證計劃綠優校園  認證計劃 實踐綠色生活

  我們參加了香港教育大學主
辦的為期兩年「塑膠資源教育 3R
和 3Cs計劃」，目的除透過有關
塑膠資源的課堂外，更讓環保大

使走進九龍灣塑膠資源回收分類

中心，親身體驗塑膠回收的過程，

及到清水灣海灘進行清潔沙灘服

務，以宣揚環境保育的訊息。   「環保由教育開始」—  在 9月至 12月，
我們邀請了不同的環保團體如齊惜福、綠領行

動、綠在觀塘、地球之友等進行多次互動教育

講座、工作坊及環保活動等，例如「對待食物

對與錯」、「廚餘堆肥及種植培訓工作坊」、

「果皮酵素工作坊」等，以培養學生珍惜食物之認識及態度。

  在 10 月至 11 月午膳時進行惜飲惜食活動—熜燈午膳，

實踐低碳健康飲食，減少廚餘和實踐源頭減廢。凡沒有廚餘之

學生，可獲印章以作鼓勵。另外，午膳供應商會量度各級廚餘，

以調節各級飯盒之飯量。此外，活動更配合地球之友「校園廚

餘精算師培訓計劃」及「綠領行動之大嘥鬼」出巡，讓學生學

習自行量度及紀錄廚餘量，明白珍惜食物的重要。

食

源頭減廢

  去年，由家長義工團協助學校進
行環保校服整理及派發的活動，共派

發了約 500 件冬季和夏季校服，更獲
得了環保促進會嘉許狀。

衣—環保校服

廚餘筒排出的液
體，稀釋後既可
通渠，也可淋花

身體力行穿環保校服

我們的小菜苗終於發芽了！

  11月 24日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職員為
學生主講節能講座、巡視校舍及進行能源

審核，檢查校內能源設施，以提出改善及

實踐最佳之能源效益。在 12月 14至 15
日我們安排了中電綠 D班流動教室，讓學
生透過生動且有趣的 VR及互動的環保學
習旅程，學習善用能源的環保方法，攜手

面對氣候的轉變。

能 源

不浪費，齊齊做個好榜樣



學生團契聚會中，學生學習實踐主耶穌基督的教導6

學生踴躍參與背誦金句活動，
將主的話記在心裏

在將臨期燃點燭光，象徵主耶穌
基督來到世界驅散黑暗的真光

基督顯光堂主理聖品黃家博
牧師為我們主領聖誕崇拜

家長和基督顯光堂同工一起
烹調，一起分享信仰 

校監歐陽兆基牧師
在校慶崇拜中證道

詩班在崇拜中以悅耳的
聲頌揚上主

路得 ( 家長 )

團契
由聖公會基督顯光堂主辦的路德團契，是一

個讓家長互相分享的平台，大家彼此推動，

建立健康快樂的家庭，歡迎本校家長參加！

聚會時間：逄星期四           
    下午 1:30-2:30
地點：一樓小聖堂

堂校活動堂校活動

我們時常禱告，親近天父

基督顯光堂幹事傑叔叔在
小息時和學生探討信仰

暑期聖經班

暑期聖經班
一年一度的暑期聖經班在 7 月 13 至

15 日順利舉行，共有 77 位三年級學
生參加。是次的主題是「品格農莊」，

課程活動豐富，包括唱詩歌、遊

戲、閱讀聖經、做手工等，讓

學生明白聖經中教導我

們的好品格。

親近天父  靈育培養親近天父  靈育培養

「美味廚房」

活動花絮
基督顯光堂幹事和家長一起烹調，

家長們互相分享入廚心得和人生經

驗，藉以品味自己的人生，發

掘信仰帶給人的可能性！

  為讓學生感受主耶穌基督的愛，我們舉辦
不同的宗教活動，例如詩歌播放、背金句等，

我們又藉着崇拜紀念和感謝主的恩典，亦與聖

公會基督顯光堂緊密聯繫，鼓勵學生和家長參

與教會活動。

信仰小組
基督顯光堂幹事傑叔叔和少姍

姐姐在小息、課餘時認識和關

懷學生，向他們分享信仰和

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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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賽克壁畫裝飾是以聖經創世記 1 至 2 章 4 節為主
題，我們製作六幅壁畫，分別裝置於一至六樓的牆壁上，

讓學生透過壁畫欣賞，認識及感受上帝創造的偉大。

  上帝以說話來創造天地萬物，上帝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這是創造的頭一天。

  第二天，上帝造出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稱空氣為
「天」。

  第三天，上帝造出地、海，還有青草、菜蔬和樹木。

  第四天，上帝在晝、夜各放上日、月和星宿，用它
們來定年日和季節。

  第五天，上帝造出水中各樣生物和空中的飛烏。

  第六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管理各樣活物。

  上帝造物的工作已經完畢，在第七天休息，享受創
造的美好。

 佈置聖誕樹
  12 月 6 日學校舉行了佈置聖誕樹活動，除了唱詩歌和佈置聖誕樹外，還有幾位學生講述耶穌基督降
生的事蹟，提醒我們主基督是聖誕節的主角。在活動中，學生握手互相祝賀，宣講：「耶穌愛你！」各

人都充滿喜樂！

 聖誕報佳音
  歌詠組學生於 12 月 23 日晚上到油塘大本型唱聖詩報佳音，他們化身
小天使，向油塘居民高唱關乎萬民的大喜信息。

馬賽克壁畫的意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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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課程發展新趨勢，學校自去年開始有系統地發展小一
至小六 STEM 校本課程，並在 12 月 11 日至 15 日舉行了為期一

周的 STEM專題研習周。我們旨在透過研習活動，提高學生對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的興趣，並強化他們綜合和應用的知識，培養他
們的探究、解難及創意能力；更重要是加強中小銜接，讓學生建立良
好的科學知識基礎，配合中學學習的需要。

　　  為加深學生的學習體驗，各級除了進行各項實驗活動外，還會就
着所學的科學原理完成延伸任務─製作產品；六年級更結合電腦
科的「編程」課程，製作環保燈，把科學知識實踐出來。在 12 月

15 日那天，電子媒體 hk01 亦到校採訪，了解學生進行實驗和研
習的情況，記者們都讚賞學生具學習熱誠和創意能力高呢！

　　  我們相信在整個研習活動中不僅只是讓學生享受創作的樂趣，更在於把科研
的種子埋在他們的心田裏，以培育未來的科學家。

冷氣機設計要令空氣經過冰，
才能有效降低溫度的！

我用潛望鏡看看這個美好的世界！

我們製作的環保燈
真是光亮啊！

究竟哪一個水果會發電呢？

各級主題

一年級	 「自製吸塵機」

二年級	 「樂器設計師」

三年級	 「史上『最勁』空氣炮」

四年級	 「自製冷氣機」

五年級	 「潛望鏡設計師」

六年級	 「氣球動力船」

我的吸塵機吸到紙屑啦！

我們的的結他完成了 !

我要一擊即中！

大氣壓力真勁，我拉、
我拉、我拉，拉不開呀！

STEM 專題研習周之
「我是科學家」

STEM 專題研習周之
「我是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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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四年級學生到香港電台
錄製英文故事

二、三年級學生在欣賞師兄師姊們
在台上的英語話劇演出

觀塘瑪利諾書院的中學生到本
校為六年級學生進行英文知識
問答比賽

英語文化交流日（英語大使
與芬蘭學生合照）

故事哥哥姐姐到課室為一、
二年級小朋友講故事

故事爸媽逢星期三在圖書館為一、二年級小朋友講故事

英語伴讀大使用心教導
學弟學妹朗讀英文故事

繽紛學習多姿彩繽紛學習多姿彩

  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興趣，我們安排了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英語活動。在 9月初，
24 位二、三年級學生到西灣河文娛中心欣賞英語話劇—《羅密歐與茱麗葉》。學生們表現

得十分雀躍，特別是見到自己的師兄師姐們在台上令人歎為觀止的演出！

  11 月考試後，為了讓六年級學生多接觸升中資訊及跨學科詞彙，本校邀請了觀塘瑪利諾
書院的中四學生到本校為他們舉辦了「英語知識問答比賽」。學生透過問答比賽的問題，更

了解如何配合中學學習的需要，亦明白多廣泛閱讀可提升自己的英語表達能力。

  此外，為了加強學生用英語溝通的機會，四至六年級的學生逢星期四接受英語大使培
訓，有趣的英語活動及課堂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應用英語，日後成為其他學生的模範。英語

大使更可獲推薦參與其他有關英語活動，例如於 12 月期間，五年級英語大使獲推薦出席
聖公會奉基小學舉辦的英語文化交流日，接觸和認識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傳統。

英文學習多 FUN FUN

閱讀活動

  本年度圖書館安排了一系列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繪本讓學生借閱，「故事爸媽」及「故
事哥哥姐姐」亦使用這些繪本為一、二年級學生講故事。我們也透過「故事哥哥姐姐」講故事及

「英語伴讀大使」活動，教導學弟學妹朗讀英文故事。這兩個活動除了讓學生分享閱讀故事的樂

趣外，同時讓學生體會服侍別人和接受服侍的感受。

英語朗誦比賽成績

  本年度學生們在「第 69屆校際朗誦比賽」
英語獨誦比賽中，獲得了不俗的成績，以下學

生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實在可喜可賀！

亞軍： 3D 周樂晴  3D畢睿哲  4A 莊晨希  

季軍： 4E范芷嫣   5E鮑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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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位五年級學生於 11 月 24 及 25 日透過
參觀黃埔軍校舊址、辛亥革命紀念館及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陵園等歷史景點，除了了解孫中山先

生在廣州黃埔長洲島創辦軍校的目的外，亦對辛

亥革命的背景、經過及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和

貢獻有更深的認識。

學生們到台北核能電力展示館參觀

學生們參觀重陽國小的環保種植，
及當地學生訪問

學生們致送親自設計的紀念品予重陽國小胡銘浚校長

「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
走他路」是黃埔軍校的精神校訓

孫中山先生與官員進行會議的地方

孫中山留給後人的政治遺囑

杭州服務交流體驗

廣州孫中山事蹟及
辛亥革命歷程探索之旅

  40位五年級學生隨老師們於 10月 11至 15日，到杭州作義工服務交流體驗。我們最
難忘的經歷是探訪西湖區的第一福利院，面對陌生的長者，表現得又拘謹又緊張，但是

當我們為長者送上從香港帶來的禮物時，整個褔利院便充滿了溫馨的氣氛。後來我們更

施展渾身解數，表演唱歌、朗誦及舞蹈，長者們都看得十分開懷，每位臉上都泛起笑容，

平日寧靜的福利院頓時熱鬧起來。學生們藉著學習和服務，實踐「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校訓，實在感恩！ 

  為了讓學生認識台灣推展的生命教育，及以台北居民實踐環保生活作為借
鏡，提高學生對保護環境的積極性，36 位六年級學生於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前
往台北交流。我們參觀了多個景點，包括花婆婆繪本館、台北核能電力展示館、

順益原住民博物館、紅樹林生態教育館和北投焚化廠等，行程十分豐富！

  學生對台灣教育制度、校園生活、環境及生活教育增加認識，體驗兩地教
育文化的差異。我們到訪了基穗國小及重陽國小，進行交流學習，學生們參與

了課堂體驗，更透過訪問，瞭解台灣小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獲益良多！

台灣環保生命教育學習交流團

在福利院門前大合照

與長者歡聚，
感受良多

學習走出課堂學習走出課堂

學生們參觀順益原住民
博物館時 , 把學習到的
知識記錄下來



一年級學生與家長和老師一同合照！

學生在課餘有舒展身心和接近大自然的
機會，讓他們體驗課室以外的學習經歷

原來有多種基因改造的食物！ 古時香港文化真有趣！

  「小小工程師」旨為科學和工程方面有潛能的學生，提供航天科技的增潤學習
體驗。16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於多元智能課中運用飛行原理製作紙飛機，利用電腦程
式進行模擬駕駛，更藉參觀航空教育徑和香港飛行總會，增加學生對航空科技工程

有更深的認識。

  民航處總部的航空教育徑導賞活動 : 

  戶外學習是常識科全方位學習其中一項活動，目的是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
到其他環境，讓學生獲得在課堂上難以體會的經驗。在 12月的 STEM專題研習周，
一至四年級學生分別到訪香港動植物公園、油塘大本型商場、衛生教育展覽中心

和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實地參觀考察，並取得珍貴的一手資料，深入了解四周

的事物和環境，並思考如何利用科技改善人類的生活質素。

  10 月 12 日及 13 日是學校秋季旅行。為照顧一年級學生的適應，安排以親子
形式，讓小一學生家長也能一起經歷是次旅行。五年級的旅行地點為鯉魚門公園度

假營，其他年級學生則前往保良局北潭涌度假營。當日學生除了舒展身心和接近大

自然外，更可體驗課室以外的學習經歷，樂也融融！

  本年度三、四年級女子粵語集誦隊於 12 月 6
日參加了「第 69 屆校際朗誦比賽」。當天，學生
表現出色，獲得評判高度讚許，力壓群雄，榮獲粵

語集誦冠軍。

比賽前，老師和學生都十分雀躍 !

學生從機場模型認識機場和跑道設計
的工程原理

學生從大型高空航線圖認識航機的航班
路線的原理

模擬駕駛艙內，學生學習航空安全和
防災的知識

粵語朗誦比賽

秋季旅行

戶外學習

小小工程師—航空教育徑參觀

11孫中山先生與官員進行會議的地方

   精英賽共獲三大獎項
 獲獎後接受傳媒

訪問
梁珈穎代表香港到新加坡參加國際比賽

  本校羽毛球隊歷來成績炯然，屢創佳績。球隊於「中銀香港 2017 年度學界
比賽」中獲男雙冠軍、男單亞軍、女雙冠軍及女單亞軍，並於 2017-18 年度全港
學界精英賽中獲男單冠軍、女單冠軍及女雙亞軍。5D 梁珈穎更獲邀代表香港參加
「2017新加玻青少年國際賽」，並獲女單季軍。

飛越國際超卓成績

師生們在旅行中舒展
筋骨，同時培養大家
的團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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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新一屆教師執委及
家長執委獲頒委任狀

家校聊天室

二年級學生牛奶健體操表演

家長專注聆聽講者的分享

家庭福利會張姑娘為我們主講
「6A 管教法」

心晴賽馬會喜動校園計劃輔導員董
小姐與家長分享情緒健康訊息，教
育大學學生更即場教授家長進行
「心情喜步」運動，以舒緩壓力

聖公會福利協會社區醫療服務支
援網絡職業治療師趙姑娘及營養
師楊姑娘主講「健康工程師」講
座，分享從遊戲中訓練及講解健
康的資訊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第七屆執委就職禮於 10 月
21 日舉行。當天有多個精彩活動，除了童軍之友社註
冊社工黎先生主講生命教育，亦安排了學生表演跳牛奶

健體操。

  為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
本年度持續推行「家校聊天室」，就孩子的

成長需要互相分享及交流，共同培育孩子身

心靈成長。

  為幫助家長以正面而有效的方式培育子
女，促進親子關係，學校推出一系列的親職教

育和活動。

  家教會於 1月 6日舉行親子旅行，
當天共有 300 多人參加，大家一同暢
遊百鳥塔、菠蘿園及跳蚤市場，大家都

十分高興。

  我校積極培養學生參與公益事務，關愛社區。家教會於 1 月
13日舉行親子賣旗，為有需要的人士籌募服務經費。

家校攜手家校攜手

家長親職教育講座

親子旅行 親子賣旗

家教會周年大會
家校聊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