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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這個春天，註定不平凡。在這場突

如其來的疫情中，所有人站在同一陣線，
共同抗疫，努力適應「新常態」；這個春
天，「愛官」即將迎來二十週年校慶，全
體「愛官」師生、所有關心「愛官」的朋
友們，共同讓我們一起迎接「愛官」的
二十歲。

本校為一所全日制的官立小學，原
校為渣華道官立上午及下午小學，於二零
零零年遷校至愛秩序灣，易名為愛秩序灣
官立小學，由該年起轉為全日制上課，直
到現在，剛好二十年了。我們期待，在
二十週年活動中，可以見到大家聚首一
堂，互相問好。

在這二十年間，本校以多元化的學
習課程，培養學生自律、自信及自學能
力，做一個喜愛學習、有正面價值觀、關
愛他人，並能終身學習的人。

鑑於校慶活動豐富、多姿多采，工
作量自然繁重。可幸，不少老師、同學、
家長，以及校外友好、合作伙伴與支持
者，不惜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共同攜
手盡獻一己力量，務求令二十週年校慶
活動能圓滿舉行。最後，校慶節目豐富精
彩，歡迎大家回“家”看看！

「愛官」二十週年校慶預告

就慶祝創校二十週年，校方經成立委員會專責籌
劃校慶活動，全年慶祝活動時間表奉上參考，如
下：

日期 事項

3/2020 二十週年校慶 - 明信片設計比賽

3/2020 二十週年校慶 - 親子邀請卡比賽

12/2020 二十週年校慶 - 舊曲新詞比賽

1/2021 二十週年校慶 - 幼稚園填色比賽

1/2021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 
Slogan Writing Competition

1/2021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2021 二十週年校慶 - 標語創作比賽

2/2021 二十週年校慶 - 中文徵文比賽

6/2021 二十週年校慶 - 校史問答比賽

6/2021 二十週年校慶 - 愛官校長盃羽毛球
邀請賽

5/2022 二十週年校慶開放日暨綜藝表演

十週年校慶預告十週年校慶預告



小

學校與香港仔坊會尚融坊、循道衛理中心、關

愛動員、惜食堂等多個地區志願團體合作，透過「體

驗。服務。互動」三個維度，為學生舉辦多項與長者

有關的活動，包括：「跨越時空、嚐老體驗」活動讓

學生穿著老化體驗教材「嚐老體驗」；四年級學生進

行級本服務學習，到附近屋邨探訪獨居長者；學校獲

東區區議會撥款資助，舉辦「老幼同樂賀新歲」團年飯活動，接待區內二百多位長者到校享用

盆菜，由約80位家長及學生義工一起服務長者；學校舉辦「教德樂課後支援學習服務」，由長

者擔任義工導師指導學生。2020年更與香港婦女基金會何郭佩珍耆康中心合辦長者學苑，進一

步推動跨代共融。

長幼共融——愛秩序灣官立小學香港婦女基金會耆康中心長者學苑

學校致力推動英文民歌保育，2019年舉行民歌匯演──「東區民歌繫愛官」，讓學生、家

長及嘉賓為家長、區內長者及友校同學帶來悅耳的英文民歌。其後，學校更與香港青年協會賽

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合辦，獲區議會撥款資助，舉辦為期兩天的「東區青年音樂祭」，透過音

樂、舞蹈、藝術，讓同學們更認識自己的社區。首天音樂祭以英文民歌為主題，表演隊伍組分

享多首悅耳動聽的民歌，翌日音樂祭移師到東區文化廣場，多隊青年樂隊及舞蹈團傾力演出，

其中包括：《SD》、《Scars	of	time》、《Tiffany	

&	Cho》、《Relaxing	 ppt》、《UNITY》、

《Hody-Listen》及《愛官親子民歌隊》。透過

音樂團結社區，表達青年心聲。喜愛藝術的青年以

「海濱」為主題，構思並設置了多個視覺藝術互動

區，包括「願望紙船」、「文字接龍」、「透明畫

布」、與「漁港留念」等，發揮無限創意，將身邊的

人與事互相扣連，為海濱繪製新景象。

與青年人同行——「東區青年音樂祭」

校長及家教會最近分別

獲民政事務局及香港東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頒發「民政事

務局局長嘉許狀」及「最積

極推動家長教育大獎（小學

組）」，以表揚本校近年在

社區服務及家長教育的工作

上有優秀的表現。學校與社

區之間是有不可分割的關

係，如學校能深入瞭解社

區，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善用社區資源，是開拓學習空間的好方法。一所成功的學校如能作為社

區的發展重心，不單能夠強化一個社區的認同感，亦可讓學生與區內人士一起學習合作，追求共

同福祉。因此，學校近年與區內不同團體及學界合作，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

學校。大社區」——取於社區，服務社區學校。大社區」——取於社區，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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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官近年致力推廣單車運動，自2017年起舉辦不少單車交

流活動及比賽，本年度更聯同六間友校合辦「2019-2020	年

度單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的大型單車活動，並得到

和富社會企業、POLAR	香港、創意運動協會及何兆麟單車學

校全力支持。活動主要分為同樂日及單車比賽。同樂日活動包

括騎單車的基本技術指導、道路安全訓練、新興創意運動及運

動強度的關注；比賽則有團體性質的「繞圈賽」及個人計時的

「齊出發」。至今，超過30間學校，約700位學生參與。

推動單車運動——單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

學校推動STEM及「創客」（Makers）教育不唯餘

力，舉辦了別開生面的「明日家居」。比賽得到二十多間友

校的支持，派出二十六隊學生參賽，以「家居安老」及「節

能減廢」為主題，學生以BBC	micro:	bit為基礎，製成原型

(Prototype)，打造和展示他們心目中的未來生活家居，讓

學生將編程學習、探究精神及創客教育等技能綜合運用出

來，一方面可以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一方面也可提高解難能

力、協作能力及表達能力。小學生也可應合創客的精神，製造出很多眼前一亮的作品，把生活

難題一個又一個地迎刃而解。除了比賽外，大會更提供教師及學生培訓，讓師生們體驗動手做

(Learning	by	Doing)的優點。所有參賽作品亦在中環H6	CONET作公開展覽。

推動 MAKER AND STEM 的培育——愛官科創盃「明日家居」創新科技挑戰賽

每年，學校舉行為期五天的「體驗式學習週」，讓學生「由做

中學」，從直接體驗與實作中學習、觀察、反省、總結及領會，從

而發展出學會學習的能力。學校以「親親社區」為主題，設計配合

學生程度的學習活動內容，包括專家講座、戶外參觀、街頭訪問、

中國民間藝術製作、編程體驗、創意小發明、集體壁畫創作等，學生透過探索、體驗活動，感

受學習的樂趣，跳出課本的框架，擴闊學習的層面，深入認識社區，從而建立關心社區、投入

社區的積極態度。

深度認識社區——體驗式學習週

學校十分重視親職教育，與Dad's	Network合作舉辦親子工

作坊，以幫助學生父母了解孩子在成長路上的需要，特別讓父親

更有信心和主動地投入父親的角色，為孩子以至家庭帶來正面的

影響。同時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賭博成因及禍害。近年，學校舉辦了多個活動，包括：東金堡學

校之旅、親子攝影班等，校長更參與「爸爸心曲」，憑歌寄意，與家長分享子女成長的需要，又

舉辦多個網上講座，如：「管教雙贏術」之「家長如何做對選校抉擇」親子講座、「管教雙贏

術」之「提升親子正能量」親子講座等等，鼓勵父母建立親密的親子互動關係。

推動親職教育——DADSNETWORK@ 愛官

學校。大社區」——取於社區，服務社區學校。大社區」——取於社區，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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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對於同學來說，除了是一個儀式，更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
代表着一個學習階段的結束，以及另一個人生階段的開始。

有見及此，雖然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本校仍延續第二十屆畢業典
禮，為同學舉辦一個「新常態」的畢業典禮。

為避免群聚活動，本校更改原定的畢業典禮模式，讓畢業生分時段回
校，與同學及家人一同在校園美景前留下難忘的照片，而且畢業生可以與
多月不見的同學，互相勉勵、互相祝福。

雖然無法舉辦大型的室內畢業典禮，但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本校舉辦了線上畢業典
禮。我們邀請了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葉穎欣博士、嘉賓、校長、老師、家長和
同學一同參與，希望這一屆的畢業生可以透過互聯網，接受來自全球的祝福。

讓我們共同祝福這屆在疫情籠罩下的畢業生們，期望這段時間的經歷讓你們學會永不放棄
和積極面對困境的精神。

第 二十屆畢業典禮二十屆畢業典禮

我們畢業啦！

崔校長對畢業同學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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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屆畢業典禮二十屆畢業典禮

閃光燈下引證我們的喜悅與感激。 跳躍的起動，
振翅高飛吧！

6A班同學畢業啦！

6B班同學畢業啦！

6C班同學畢業啦！

6D班同學畢業啦！

6E班同學畢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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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年鑑於疫情，同學們於大部分的時間都未
能回校參加各項校內活動，校方便拍攝十二集網上
「唱民歌．學英文」視頻，讓同學能在家中進行學
習，令他們在愉快及輕鬆的環境下，享受英語帶來
無窮的樂趣。是此活動是結合英文科及音樂科的元
素，把民歌化成有趣的學習材料。校長更邀請多位
資深民歌手作客席導師，教授同學演唱的技巧，而
英文科老師則透過歌詞教授英文文法，音樂科老師從欣賞民歌旋律及創作背景等方面教授樂
理知識。自教學影片發放後，深得家長及同學們的喜愛。是此活動更有幸獲得校園網「青協
讚好校園」的採訪，並刊登於校園網內!

唱 民歌學英文民歌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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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民歌‧學英文」第十二集「唱民歌‧學英文」第十一集「唱民歌‧學英文」第十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九集

「唱民歌‧學英文」第八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七集「唱民歌‧學英文」第六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五集

「唱民歌‧學英文」第四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三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二集「唱民歌‧學英文」第一集

訪問開始前，校長和深哥先來個合唱表演。 深哥為愛官推動民歌文化不遺餘力!

「唱民歌學英文」的網上學習短片是

英文科和音樂科嘔心瀝血的結晶品! 校長分享這計劃的背後理念。 陳副校分享製作網上教材的艱巨過程。



網 上民歌音樂會上民歌音樂會
本校於6月6日在網上舉辦了＜愛官有FOLK氣＞民歌音樂會，誠邀了著名民歌歌手張樹

強先生(CAPO樂隊的主音歌手FRANKIE)、資深民歌導師余德深先生及福德學社小學梁志文
校長獻唱了十多首經典英文民歌，希望在疫情期間為各位同學加油，齊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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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曲“Carry	On	Till	Tomorrow”
為音樂會揭開序幕。

崔校長和深哥致送紀念旗予
梁志文校長。

嘉賓們都給同學們打打氣!

家教會主席蔡女士也特地來支持我們！ 音樂會開始前作最後綵排，務求做到最好！

嘉賓準備就緒，開show！

音樂會結束後，大家拍照留念。



本年度同儕觀課在上學期第11-22週進行。教師透過共同備課，找出教學難點，從而設計
教案及教材，並進行課堂觀摩，反思教學過程，以達致優化課堂的目的。由於疫情影響，暫停
面授課程，因此同儕觀課活動亦要暫停，希望疫情能儘快離開我們，學生也能繼續愉快地學
習。

教 師專業發展師專業發展

同儕觀課文化同儕觀課文化

1月6日是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的主題是「建構正向人生、提升品德情意」。
陳家亮教授為我們分享「從醫學到心靈教養和管理的策略」,	盛智文博士分享“Sharing	on	
positive	mindset”,	讓我們對正向價值有更多的認識。

專業發展日專業發展日

在這節的英文課中，我們可見同學能積極回答老師的問題，學習氣氛濃厚。

崔校長向老師簡介官小聯校發展日的流程。

由於受疫情的影響,	教師專業發展日的
專題演講也轉成網上形式。 老師分成不同的小組,	在課室內

專心聆聽講者的分享。

教
研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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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數學科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主題是「利用多元學習策略，建設能促
進『自主、互動』的數學課堂」。老師在網絡統籌學校培僑小學的帶領，設計能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及高參與度的學習活動，並進行試教及評課，促進了教師的專業交流。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利用多元學習策略，建設能促進『自主、互動』的數學課堂」「利用多元學習策略，建設能促進『自主、互動』的數學課堂」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交流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但老師認真學習的態度一點也沒有減退。
崔校長及同級科任老師參與觀課。

學習活動以預習導航為主，教師在課堂中展示學生的
預習內容，學生表現得特別投入。

雖然受疫情影響，學生未能進行分組討論活動，但學習活動仍能保持高度參與。

學生表現十分積極。
崔校長帶領老師進行評課。

教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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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專業發展師專業發展

「如何在小學常識科中加入 STEM 教育元素」「如何在小學常識科中加入 STEM 教育元素」

本年度常識科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主題
是「如何在小學常識科中加入STEM教育元素」。老師透過
參加梁銶琚學校(分校)舉辦的工作坊及共同備課，增強了專業
知識，亦加強了常識科與電腦科的合作，讓學生能更有效地
學習常識科。

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在校園懷着愉悅的心情去經驗每個上課天，做到主動學習、學而不
厭，本校參與由教育局與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合作的「學宜樂」計劃，當中包括校本
教師專業培訓，期望學校能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需要提升學習動機的學生。

「學宜樂」講座「學宜樂」講座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鄧汝偉老師及王明慶老師在梁銶琚學校(分校)學習如何在常識科的課程中加入Microbit。
由於疫情影響，老師要透過zoom
來學習如何使用microbit。

梁銶琚學校(分校)的老師為我們分享如何

使用microbit來測試污水的混濁度。

輔導心理學家與教師進行專業培訓，主題為
「優勢為本之正向教學語言」。 老師們都十分專注。

教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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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師專業發展

7月16日香港大學的專業團隊到訪「愛官」，探討我們
如何透過學生活動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當天的嘉賓包括
有吳本韓博士、方偉雄博士、何淑冰博士和梁兆強先生。

香港大學到訪香港大學到訪

2019年3月24日上午，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容寶樹先生到校探訪，並觀察一年級及四年
級中文科實時教學的情況。觀課後，容寶樹先生與崔校長及有關老師進行交流，肯定本校實時
教學的實施情況。

崔校長帶領「愛官」的同事接待港大團隊。

崔校長為我們介紹「愛官」的發展歷程。

嘉賓就學校的發展作出分享。

四年級中文科老師以小組形式與學生進行ZOOM課堂。

容寶樹先生觀察一年級同學進行ZOOM課堂的情況。

容寶樹先生、崔校長及中文科老師
討論推行網課的情形。

其他交流活動其他交流活動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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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華老師張志華老師
 大家好，我是張志華老師。懷著感恩及興奮的心情來到「愛官」這個大家庭。

我主要任教的科目是英文。我和同學們都是一樣喜愛閱讀，音樂及運動。

古語有云：「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所

以我希望同學們不但能

培養不同的興趣，並且

能多探索及體驗新的事

物，好讓將來能適應及

挑戰這個不斷創新的世

界。

譚苑盈老師譚苑盈老師
大家好，我是譚苑盈老師，很

高興今年能加入「愛官」這個大家

庭。今年我擔任3E班班主任，主

要任教中文和視藝。「愛官」不但

擁有優美的環境，更有一羣可愛、

充滿活力的學生。雖然因為疫情的

關係，偶有停止面授課的情況，但

即使學習模式有所改變，亦無損他

們熱愛學習的態度，這亦是我欣賞

「愛官」學生的原因之一。

張詠嫻主任張詠嫻主任
大家好！我是張詠嫻主任， 很高興來到愛秩

序灣官立小學任教。「 愛官」給我第一個印象就

是處身在一個設備齊全的大校舍，面對一個極漂

亮的無敵大海景， 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我相信每

一位「愛官」的學生及同事也有同感，我們是幸

福的一群！我在此為大家送上祝福，希望大家身

體健康，生活愉快！

新 成員歡迎您！成員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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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倩儀老師樊倩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樊倩儀老師，好高興可

以在「愛官」再和大家見面。今年我是3C

班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和數學。本學期

由於疫情的關係，很多時間都要透過Zoom

來跟大家見面和上課，不過我相信同學們

會繼續努力在家學習，培養成自律的習

慣。同學們，請緊記要保持衛生和多做運

動，相信很快就能夠在校園看到大家! 

祝達文老師祝達文老師
各位好！我是祝達文老師，4B班班主任，

任教中文和成長課，也教授5B班數學、4C班常

識、4D班及4E班電腦。

我也有一個兒子就讀四年級，看到4B班同學

就像看到自己的兒女一樣，令我有使命要教導他

們成為有修養、負責任、健康快樂的好孩子，讓

他們好好成長。

林嘉豪老師林嘉豪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林嘉豪

老師。很高興今年能加入愛秩序灣官

立小學這個大家庭。今年我擔任4C班

班主任，主要任教英文和數學科。我

十分享受在這寬敞的校園環境，望著

美麗的海灣，與一羣活潑可愛的學生

愉快地上課。可是，今年因為疫情的

關係，時常未能進行面授課。我希望

疫情早日好轉，能夠與同學在校園

內相見！

成員歡迎您！成員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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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5 3

ELTA Teacher Mr.SeanELTA Teacher Mr.Sean
My name is Sean, I’m 32 and I’m 

from north east England. My previous 
experience in the ESL industry involves 
planning, preparing and delivering English 
lessons to children from ages 3-15. I 
worked on helping pupils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via individual and group lessons. 
I think a good English teacher needs 
to have excellent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skills, patience and confidence; 
and I try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in all 
of these things when I’m teaching. The reason that I wanted 
to teach in English in Hong Kong is to challenge myself, learn 
more and work on my personal development as a teacher.

教學助理 陳俊帷 (Ernest) 教學助理 陳俊帷 (Ernest) 
大家好，我是Ernest，今年很開心

可以加入「愛官」這個大家庭。我平時
在學校會幫忙處理文書工作。今年疫情
之下，我也協助zoom網課的進行。「愛
官」校園寛闊，又有美麗的海港景色，
再加上友善親切的老師和同學，讓我每
天可以開心面對工作。我希望各位同學
繼續用心學習，享受快樂校園生活！

新 成員歡迎您！成員歡迎您！

大家好，我是教學助理Christy姐
姐，好高興可以加入「愛官」這個大
家庭！我主要的職責是照顧SEN的小
朋友及幫助老師處理各項事務。平時
我很熱愛參與戶外活動，假日會去遠
足和露營。我希望日後有機會與大家
一起親近大自然，探索香港的自然景
觀，為大家忙碌的生活帶點趣味！

教學助理 洪卓琪 (Christy) 教學助理 洪卓琪 (Chri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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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 黃綺珊 (Ashley) 教學助理 黃綺珊 (Ashley) 
大家好﹗我是Ashley姐姐，今年加入「愛

官」擔任教學助理的職位。每天望着藍藍的海工
作，感覺很舒暢。我很喜歡遠足和露營，親親大
自然。疫情中，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並期待疫
情過後在校園中看到大家的笑容。

教學助理 鍾曉雯 (Jobby)教學助理 鍾曉雯 (Jobby)
大家好，我是Jobby姐姐，加入「愛官」這個大家庭

轉眼已半年了。雖然現時我們只能在網上見面，但每天
依然能看到大家的笑臉，讓我倍感親切與溫暖。在這段
難熬的時光裏，我希望大家保重身體，保持初心，期待
疫情過後再與大家相見吧！

成員歡迎您！成員歡迎您！

大家好，我是教學助理Winky姐
姐，二、三年級的同學會叫我Miss 
‘U’, 因爲我會和外籍老師Mr. Lee一
起在英文説話課見到大家。雖然開
學以來，我只有兩個月時間跟各位
同學見面，但已經很喜歡大家了。
我希望疫情過後能看見大家的笑
臉，與大家一起在英語室，甚或校
園每個角落學習、遊戲。

教學助理 吳穎婕 (Winnie)教學助理 吳穎婕 (Winnie)
大家好，我是Winnie姐姐，很高興加入「愛

官」這個大家庭。開學幾個月了，雖然面授課的

日子不多，但這些日子接觸到的同學都很可愛。

我很喜歡吃學校附近的炸燒賣及車仔麵，歡迎大

家找我一起去吃﹗

教學助理 余穎琦 (Winky)教學助理 余穎琦 (Win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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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校園遊」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六)舉行，由於受疫情影響，
學校更改以往家長到校參觀的模式，改為上、下午兩場網上直播(學校簡介)及校長與
Dadsnetwork合辦的親子講座(管教雙贏術第一場:家長如何做對選校決策；第二場:提升親
子正能量)	。為使家長深入了解本校，各科製作了短片(英文科:	遊校園學英文；電腦科:	我
也STEM得到；音樂科:	兒歌齊共唱；學校輔導人員:	繪本故事誇啦啦)	。當天上、下兩場
直播約有400個家庭觀看簡介會及親子講座。

幼 稚園校園遊稚園校園遊

「各位家長，一會兒網上見!」

崔校長為家長講解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
計分方法。

林凱珊主任的講解十分詳
盡，加深了家長們對本校
數學及常識課程的了解。

陳慧詩主任講解本校中、
英文科的課程特色。

提醒大家，如想入讀本
校，在統一派位時一定要
填本校為「乙一」呀!

蔡麗芳主席:「本校的家教會有
很多有趣的活動，快些來加入
我們這個大家庭。」 猜猜誰是講者？陳慧詩主任也

是他的「粉絲」呢!

幼稚園家長對本校很有興趣，
提出了很多問題，三位副校長
正努力解答呢!

各位爸爸們的選校心得很值得參考!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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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校園遊稚園校園遊

歡迎加入「愛官」這個大家庭，
明年九月見。

愛官很著重從體驗中學習。

齊齊大合照。

多謝崔校長及Dadsnetwork的
嘉賓為我們進行了很有意義的親
子講座，家長們獲益良多!

在鏡頭背後，講者們仍
在加緊努力準備。

多謝各位嘉賓給大家的
精彩講座!

我們有很強大的
幕後團隊。親子講座(管教雙贏術第一場:

家長如何做對選校決策；第
二場:提升親子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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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本學年開學禮改用了一種
「新常態」舉行	-	YouTube	直播。
九月二十八日當天，一、五及六年級學生
在課室觀看YouTube	直播；二至四年級
學生則在家觀看YouTube	直播。

上午八時四十分，崔校長為學生送
上新學年的訓勉。接著，副校長、主任、
學校社工等，分別向同學說出一些重要訊
息，如學校常規、防疫安排、自主學習、
校本輔導計劃等，希望他們能儘快適應復
課後的校園生活。最後，家長教師會主席
蔡女士也為學生送上祝福。雖然開學禮只
能透過互聯網直播，但溫馨及動人的情意
也能傳至每位同學的心裏。

開 學禮學禮

同學留心地觀看開學禮YouTube	直播

崔校長對學生的訓勉
陳主任講解「自主學習」

駱姑娘及黎姑娘講解「校本輔導計劃	-	快樂工程」
家長教師會主席蔡女士為學生送上祝福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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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關係，一至六年級
家長會以視像會議形式與中、
英、數老師會面，了解子女在
校的學習情況。	此外，	家長亦
可透過YouTube，收看校長、
社工及家教會主席講解本校發
展的新路向。

一 至六年級家長會至六年級家長會

「愛心天使」出場。

校長跟我們講解學校的發展。

學校的活動真多！ 通過YouTube，家長很清楚學校的現況吧！

很多活動關顧我們的學生。
家教會成員很努力講解學校的活動。 「齊來支持學校，參加家教會吧！」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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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平凡的學年讓我們活得不平凡	!	疫情嚴峻，師生們齊心抗疫。本學年的公益金
便服日，善心善款不但不減，而且更創高峰，衷心感謝各位，謝謝！

公 益金便服日益金便服日

看看「一美」，哪位最美？

便服出巡，個個跟從！亮亮眼睛，位位精英！試找出「便服孖寶」
身上的不同之處。

齊來支持便服日便服三人行

噢！難得見到馬里奧！齊來抗疫，透過善款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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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由駱姑娘、古姑娘及黎姑娘三位學生輔導人員負責，
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廣泛的輔導服務。透過個別和小組輔導、個人成長教育課、輔導活動，如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一適應活動、升中適應活動等，協助學生全人發展。除此之外，亦
給予家長適切的支援及協助老師解決學生問題，強化學校的正向文化。由於受疫情影響，需
要面對面互動的活動，例如「愛心學長」計劃、「教德樂課後支援服務」、「大哥哥大姐姐
計劃」等活動延期舉行，其餘的活動則轉為網上形式進行。

全 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學宜樂」計劃的學生小組成員正在努力找不同之處！

「學宜樂」計劃的學生小組成員好專心學習關於情緒的課題。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已於十月開始進行
為期三年的訓練。

你看四年級的同學多投入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活動！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於十一月開展第二年的訓練，同學都積極參與。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亦於十一月開始進行最後一年

的訓練，同學很認真與姑娘分享所思所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同學正絞盡腦汁解決問題！

我們參加了由教育局與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合作的
「學宜樂」計劃，透過輔導心理學家駐校支援服務，讓家長
更有效地學習親職管教、親子關係、情緒教育及孩子培育等
不同課題；同時，亦舉辦學生小組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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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
主題是「建立正向校園，
共創健康人生」，協助學
生於「堅毅、謙遜及社交
智慧」三方面培養正向的
價值觀，以鼓勵同學學習
正面思維及以禮待人的精
神，讓學生成為正面積極
的孩子，共建正向校園。
本校將繼續推行「快樂工
程」獎勵計劃，鼓勵學生
建立正向的品德及行為。
本計劃目的是透過家校合
作，培養學生日常學習及
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建立
校園正向文化，培育孩子
的正確價值觀。

校 本輔導計劃本輔導計劃

於成長課中，崔校長與學生輔導人員一起為學生獻上歌聲，鼓勵學生於疫情期
間實行校本輔導計劃所提倡的正向價值觀。

學生輔導人員透過網上視像教學，與學生分享校本輔導計劃中的內容及正向價值。

崔校長與學生輔導人員一起為學生準備網上視像教學，並以校本輔導計劃內容作成長課的主題，教授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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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活動書活動
一如以往，新學年繼續推行校本「閱讀獎勵計劃」，只

要學生完成指定的書本紀錄和閱讀報告，便可獲得獎品。此
外，部分學生更會參與「好書分享」，讓他們透過演講來推
廣閱讀風氣。

3A廖呈軒同學拿着低年級
的閱讀小冊子。

6D郭梓鍵同學手持高年級
的閱讀小冊子。

小息時，同學按照社交距離欣賞圖書館外壁報。

進入圖書館前，同學會
先用酒精潔手。

圖書館大使正協助同學借書。

6B陳保螢同學準備與同學分享
《霍金傳》。

6E許米高同學準備向同學演繹
《Different	Families：Values》。

6A于正言與陳諾儀同學正在廣播室
主持「好書分享」活動。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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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聯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福德學社小學、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聖安多尼學校、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
小學及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八日(星期
六)在愛秩序灣官立小學舉辦了一項名為「2019-2020年度單車
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的活動，並得到和富社會企業、
POLAR香港及何兆麟單車學校全力支持。眾友校希望透過是次
單車同樂活動及比賽，讓學生互相切磋交流，增進友誼之餘，更
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單車項目能夠成為一項年度的學界盛事。

男甲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亞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季軍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殿軍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女甲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亞軍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季軍 福德學社小學
殿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男乙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亞軍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季軍 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小學
殿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女乙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小學
亞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季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殿軍 聖家學校

男丙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亞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季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殿軍 聖家學校

女丙團體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冠軍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亞軍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季軍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殿軍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學生可以在沒有速度限制的賽道上奔馳。 他們有望成為專業的賽車手。
保護裝備絕對不能馬虎。

運動員代表在賽前宣誓。

獎盃和獎牌的背後，就是運動員的汗水。

家長教師會義工隊又出動了。

p . 5 32019-2020年度2019-2020年度 單 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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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獎項 得獎學校
專業車隊大獎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最佳士氣大獎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全情投入大獎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積極參與大獎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反應敏捷大獎 福德學社小學
安全騎行獎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傑出運動員
屬校 男子 女子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劉晉廷 蔡卓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梁俊傑
福德學社小學 楊海檀 彭熙茹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黃添柱 陳梓平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李佳憬 侯紫婷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郭銘浚 李綽潼
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小學 陳棨安 何穎芝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邱柏霖 周晞瑜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張智康 蘇楚莹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彭胤諺 鄒瞳
聖家學校 陳澤超 黃穎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曾竟琋 袁紫騏

運動員騎行的英姿。

巾幗不讓鬚眉。

齊出發的賽事最具挑戰。

獎盃和獎牌的背後，就是運動員的汗水。

愛官單車隊滿載而歸。

崔校長與一眾嘉賓留影。

齊出發賽事的花絮。 再拐彎也能夠從容應付。

崔校長與個人計時賽的得獎者合照。

勝負難分！

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車同樂日暨小學生單車繞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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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技能測試動技能測試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致力提升學童的體力，以促進兒童動作協調能力、提

升認知能力、學業及改善心理健康等問題。透過與大學專業團隊的合作，學生參與了涉
及三類八項的動作協調能力測試，包含手部精細操作、球類技巧及靜態與動態平衡，其
中三項屬於手部精細操作，兩項球類技巧及三個靜態與動態平衡項目。

靜態平衡測試

動態平衡測試

手部精細操作測試

手部精細操作測試

球類技巧測試

動態平衡測試

手部精細操作測試

手部精細操作測試
手部精細操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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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是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到校的大日子，本校的三至六年
級同學均有機會到車上進行實驗活動。另外，部分六年級同學還參與「鑑證科學：色層分析
法」活動。我們希望透過既生活化又有趣的活動，讓同學認識DNA、微生物及科學中一些有
趣的概念。

2019-20年度2019-20年度生

三年級同學正進行「幽靈快艇」科學小實驗，學習水表面張力的概念。
四年級同學正嘗試透過手指及從四周環境
取樣本，進行細菌培養。

同學們在數天後齊集活動室觀察細菌培養的結果。

五年級同學正進行有關閉合電路的探究活動。

同學們運用閉合電路的原理，以銅箔膠紙、LED燈
及鈕扣電池製作會發光的賀卡。

六年級同學正認識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
細胞結構，並進行抽取細菌DNA的實驗。

部分六年級同學還參與「鑑證科學：色層分析法」活動。

物科技流動實驗室物科技流動實驗室
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在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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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環保為公益－慈善花
卉義賣活動於農曆新年前夕舉行，同學購買
的花卉除了可為自己的家居增添節日氣氛
外，也可為公益金籌得不少善款，真是十分
有意義呢!

卉義賣卉義賣2019-20年度2019-20年度 花

花團錦簇、花開富貴！花卉已經準備就緒！

感謝一班家長義工協助佈置及派發花卉! 感謝同學對於公益金的支持！

花卉真美麗呢！ 今年的花卉開的真茂盛呢！

大家看看我的綉球花!

既可擁有美麗的花卉，又可以捐款予
有需要的人，真是一舉兩得！

大家快來看看我們買的花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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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音樂組舉辦了街頭表演
(Busking)	，已順利於二零二零年一
月十五日學校正門的空地舉行。本
校首創的Busking為一次創舉，當天
安排了高年級學生表演，更由崔校長
親身領軍，以結他伴奏，演唱多首歌
曲。學生和家長反應熱烈，好評如
潮，更希望日後再有街頭演出。

B uskingusking2019-20年度2019-20年度

觀眾投入地欣賞表演，聽得入神。

同學合唱一曲，由崔校長以電子琴伴奏，

真是繞樑三日！

老師和同學拍手唱和，Yeah!

你看同學唱得多投入呢！

崔校長親身領軍，以結他為同學伴奏。

同學以電子琴和口琴演出，多自信啊！

活
動
篇

29



2019-20年度2019-20年度 新 年聯歡會年聯歡會

2019-20年度新年聯歡會以別開生面的方式跟「愛官」同學一同慶祝農曆新年，同學
們除了在課室進行課室聯歡之外，還可以在一樓廣場和地下有蓋操場參加各種各樣的攤位遊
戲，贏取豐富的禮物。當天同學們都滿載而歸，非常愉快!

校長、副校長及家長教師會一眾委員與同學在課室進行聯歡會，大家都樂而忘返。

得到家長慷慨借出珍貴獅頭，同學們都非常興奮高舉獅頭合照。

同學落力地參加各式各樣的

攤位遊戲，贏取豐富獎品。

大家聚精會神釣大魚，

希望人人都年年有餘!

參加攤位遊戲贏取美味爆谷。 夾呀夾……到底墨汁裏有波子嗎?

大家都把自己製作的創意揮春帶回家!

新年聯歡會順利舉行，當然不少得勞苦功高的家長教師會委員及一眾熱心的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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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聯歡會年聯歡會
一個秩序井然、有禮守規的校園是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發展方向，所以我們每年也會舉

辦秩序比賽，以宣揚自律守規、助人律己的意識。除了班際秩序比賽、最佳午膳表現獎、最
佳集隊表現獎及秩序之星外，本年度亦舉辦了「自律守規」標語創作比賽，將得獎作品展示
於校園內，讓學生感染積極正面的文化。

秩 序比賽序比賽2019-20年度2019-20年度

恭喜2019-2020年度2A、4B和6B班的老師及同學，
他們自律守規的表現得以肯定及嘉許。

2019-2020年度的6B班學生獲獎累累，實在是可喜可賀。

上年度的4B班是今次比賽的大贏家，分別獲得班際秩
序比賽冠軍(中年級組)、最佳午膳表現獎冠軍及最佳
集隊表現獎亞軍，表現非常優秀。

「自律守規」標語創作比賽的得獎作品已製作成海報，張貼於各樓層的洗手間外及課室的門上，以強化群體紀律的意識。

各級「秩序之星」名單，恭喜你們！

活
動
篇

31



常
為了提升學生的綠化意識，常識科於本年舉辦了「一人一花愛心保姆計劃」。花苗

派發活動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順利完成。	

「終於收到花苗了！」同學們在收到花苗後，興奮地與家長義工合照。
在疫情下，一班家長義工不辭勞苦，
提早到校協助派發花苗。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真的非常感謝
家長義工的幫忙。

同學們在熱烈地交流培育花苗
的心得，看來同學們都十分期
待見到石竹花的成長。

家長義工親自到各班派發花苗。

同學們在課室外與家長義工合照，以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忙。

同學們都自備膠袋領取花苗，看來同學們都已明白環保的重要性呢！
同學們都十分關心花苗的狀態，大家都希望能好好培育出美麗的石竹花。

識科「一人一花愛心保姆計劃」識科「一人一花愛心保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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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lock是由日本公司研發的一種
管狀積木，它只有二十二款組件，因此
只能在有限的組件下，透過想像，發揮
無窮的創意。而由Tublock	Japan舉辧
的Tublock	World	Cup，是次除了日本
外，還邀請了香港、美國等地學生一同
參與，本校同學亦憑著無限的創意，在
是次比賽中獲得佳績。

T

萬丈高樓從地起。

要配搭得美麗，
也要花點心思﹗

要思考如何把構思化
為實物﹗

自家製的音樂聖誕樹

你覺得好像甚麼呢？

我不是巨蟹座，但我手上
的蟹，雙眼會閃閃發亮。

先搜集資料，再繪畫設計圖，
然後製作。

5A黎倩希同學在眾多參賽者中勇奪大賞。 2C	黃俊珽同學勇奪特別賞。

冠軍所得的評語
是「能善用水管
扣起來變成一個
足球場，當中
製作了不同的
隊伍，既可遊
玩，也有其實用
性。」

一個不存在的獎
項﹕好驚訝香港
計算思維方面的
教育程度竟然那
麼高，投石器等
組裝順暢，得到
好評，所以今次
特別新設立一個
「特別賞」。

ublock World Cupublock World Cup識科「一人一花愛心保姆計劃」識科「一人一花愛心保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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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校外比賽
Tublock 世界盃

特別賞 2C黃俊珽

大賞 5A黎倩希

2021	Parliamentary	Debate	Competition

小學組 Top	8th	Speaker	Award 4A 唐杏榆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

港島區高小組優異星獎 6B陳書航

Happier	Community	Competition	2020

卓越創意獎 2A黃佳楠	 3C吳苑瑜	 5A黎倩希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樂繫校園」優化大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合唱團 (金獎 ) 4A陳諾樂	 4A彭棹楠	 4A李卓儀
4A陳家義	 4B關天欣	 4B徐宇晁
4B朱冠沃	 4D唐國晴	 4C石煒正
4D葉庭軒	 4E陳熹霞	 4E陳朗妍
4E盧心瑜	 4E何沛盈	 4E吳心怡
5A孫凡勻	 5A武軒儒	 5A陳諾愉
5A許宇亮	 5B彭梓縈	 5B梁咏詩
5B麥寶琦	 5C何熠宸	 5C何朗晴
5C譚泳婷	 5C李宜霏	 5C曾苡澄
5D莊晞澄	 5D張詩琪	 5E李愷藍
5EYousaf	Hera	 5E 沈宗昊	 6A李子晨
6A郭倩婷	 6A林伽楠	 6B葉卓芝
6B陳保螢	 6B劉穎桐	 6C呂舜衡
6C高浩銘	 6C蔡慧瑩	 6D何朗曦
6D翁詩敏	 6E林芷瑤
6A傅圳鋒 ( 已畢業 )
6B吳睿禧 ( 已畢業 )
6C林德承 ( 已畢業 )
6C張本言 ( 已畢業 )
6D馬豪然 ( 已畢業 )

香港區資格賽—脈衝盃

建構獎 6A李樂心 ( 已畢業 )
6A鄭嘉儀 ( 已畢業 )
6B李爾 ( 已畢業 )
6B陳恩喬 ( 已畢業 )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 甲級獎 3C馮凱晴	 4A陳曉雯	 4C郭美延
4D司徒倩晴	 5A錢悅瑤	 5B吳卓茵
5B彭梓縈	 5B麥寶琦	 5C柯茵怡
5C馮凱婷	 5C梁倩彤	 5D莊欣瀅
6A羅湞淇	 6D葉向晴	 6E林芷瑤
6A楊子蘅 ( 已畢業 )
6D郭妍廷 ( 已畢業 )

2020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最踴躍投票獎、最高票數獎（小學組）

科校內及校外比賽資料科校內及校外比賽資料

摘
星
篇

34



校外比賽
Tublock 世界盃

特別賞 2C黃俊珽

大賞 5A黎倩希

2021	Parliamentary	Debate	Competition

小學組 Top	8th	Speaker	Award 4A 唐杏榆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0

港島區高小組優異星獎 6B陳書航

Happier	Community	Competition	2020

卓越創意獎 2A黃佳楠	 3C吳苑瑜	 5A黎倩希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樂繫校園」優化大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20

小學合唱團 (金獎 ) 4A陳諾樂	 4A彭棹楠	 4A李卓儀
4A陳家義	 4B關天欣	 4B徐宇晁
4B朱冠沃	 4D唐國晴	 4C石煒正
4D葉庭軒	 4E陳熹霞	 4E陳朗妍
4E盧心瑜	 4E何沛盈	 4E吳心怡
5A孫凡勻	 5A武軒儒	 5A陳諾愉
5A許宇亮	 5B彭梓縈	 5B梁咏詩
5B麥寶琦	 5C何熠宸	 5C何朗晴
5C譚泳婷	 5C李宜霏	 5C曾苡澄
5D莊晞澄	 5D張詩琪	 5E李愷藍
5EYousaf	Hera	 5E 沈宗昊	 6A李子晨
6A郭倩婷	 6A林伽楠	 6B葉卓芝
6B陳保螢	 6B劉穎桐	 6C呂舜衡
6C高浩銘	 6C蔡慧瑩	 6D何朗曦
6D翁詩敏	 6E林芷瑤
6A傅圳鋒 ( 已畢業 )
6B吳睿禧 ( 已畢業 )
6C林德承 ( 已畢業 )
6C張本言 ( 已畢業 )
6D馬豪然 ( 已畢業 )

香港區資格賽—脈衝盃

建構獎 6A李樂心 ( 已畢業 )
6A鄭嘉儀 ( 已畢業 )
6B李爾 ( 已畢業 )
6B陳恩喬 ( 已畢業 )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 甲級獎 3C馮凱晴	 4A陳曉雯	 4C郭美延
4D司徒倩晴	 5A錢悅瑤	 5B吳卓茵
5B彭梓縈	 5B麥寶琦	 5C柯茵怡
5C馮凱婷	 5C梁倩彤	 5D莊欣瀅
6A羅湞淇	 6D葉向晴	 6E林芷瑤
6A楊子蘅 ( 已畢業 )
6D郭妍廷 ( 已畢業 )

2020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最踴躍投票獎、最高票數獎（小學組）

校內比賽
「健康生活	積極人生」親子寫作比賽

冠軍 2C	劉天揚	 3B	沈博鈞	 4A	唐子希
5B	周希賢	 6A	冼文蔚

亞軍 2A	成朗峰	 3C	陳奕辰	 4A	陳諾樂
5A	曾梓軒	 6B 黃子甄

季軍 2A鄭學謙	 3B 蕭達燊	 4D	陳可逸
5B	陳晞桐	 6C	何嘉蕎

殿軍 2D張柏琛	 3C	李皚澄	 4C郭美延
5C李宜霏	 6A	于正言

本校6A班學生陳子燁、	林伽楠、劉偉杰、
于正言及4A班學生彭棹楠、陳諾樂、唐杏榆、林
逸喬參加由See	Change	Education舉辦的2021	
Parliamentary	Debate	Competition，參賽學生
來自不同的國家、國際學校及本地學校。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0
詩詞獨誦 (粵語組 )

優良 1A杜祺朗		 2A 陳逸峰		 2A 陳逸衡	
2A曹康睿		 3E 甄洛		 5B 陳樂瑤
6A陳梓虹				 6A 于正言	 6B林灝朗	

良好 1A吳懿晴		 3C 黎汶瑾	 4D陳樂毅	
4B鄭學蘊	 5A丁泓曦		 5A 許宇亮	
6A張浩銘

詩詞獨誦 (普通話組 )

優良 1A蔡經彧		 2A 曹康睿		 2D 田咏仟	
3A 丁靖陽		 4A 陳諾樂		 4D 陳樂毅
5A許宇亮		 5B 陳樂瑤	 5B 賴銘烽	
5E 陳星渝			 6A 陳梓虹			 6A 麥騫予	

良好 1A蔡經彧		 1C 鄭又晴		 6A 劉偉杰	

Verse	Speaking( 英語組 )

2	nd 4A 林逸喬

3	rd 3A 丁靖陽		 5A 丁泓曦	

Merit 1C 彭珞彤		 2A 曹康睿		 2A 勞子千
2B駱熙		 3E 甄洛		 3D 梁書豪	
4B鄭學蘊		 4D 陳樂毅		 5A 許宇亮	
5B 陳樂瑤		 5B 賴銘烽		 6A 張浩銘		
6A 麥騫予	 6A陳梓虹		 6A 于正言
6B林灝朗		 6B 林逸峯			 6B 袁崇熙	

Proficiency 5B 何承軒	

4A班唐杏榆同學奪得小學組Top	8th	Speaker	Award.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 2B	沈沛鋋

初級組亞軍 1B	洪梓軒

初級組季軍 2C	馮婥琳

中級組冠軍 4A彭棹楠

中級組亞軍 4A	黃偉博

中級組季軍 3D施承志

高級組冠軍 5A許宇亮

高級組亞軍 5A孫凡勻

高級組季軍 5A伍敏菲

英文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 2C鄭伊喬

初級組亞軍 1C譚釨溍

初級組季軍 1E林熙然

中級組冠軍 4A董卓霖

中級組亞軍 4E梁子俊

中級組季軍 3D張善施

高級組冠軍 6A冼文蔚

高級組亞軍 6A陳諾儀

高級組季軍 5B陳晞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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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了鼓勵學生發展多方面的潛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舉行了
傑出學生選舉，嘉許在不同範疇表現傑出的學生。是次選舉設學術、操行、服務、體育及藝
術傑出學生獎及表現優異獎。以下是各項目的獲獎學生(班別為2019-2020年度)：

2019-20年度2019-20年度 傑 出學生選舉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選舉
( 學術 )

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選舉
( 操行 )

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選舉
( 服務 )

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選舉
( 體育 )

傑出學生獎

傑出學生選舉
( 藝術 )

傑出學生獎
5A 于正言 4A 黎倩希 6A 鄭嘉儀 6A 黃梓豪 6A 羅浩龍
6A 李樂心 6A 王昕熹 6B 莫焯霖 6C 洪嘉怡 6B 譚信瑩
6A 翁富溢 6B 陳恩喬 6B 陳竟成 6C 梁皓軒 6D 郭妍廷
6A 蔡銘浩 6D 杜智軒

傑出學生選舉
( 學術 )

表現優異獎

傑出學生選舉
( 操行 )

表現優異獎

傑出學生選舉
( 服務 )

表現優異獎

傑出學生選舉
( 體育 )

表現優異獎

傑出學生選舉
( 藝術 )

表現優異獎
4B 陳樂瑤 4A 孫凡勻 4A 武軒儒 5C 劉晉廷 5D 葉向晴
6A 陳浚亨 5A 麥騫予 4B 賴銘烽 5D 周錫宗 6B 林子恒

5E 賴永然 6D 譚鎧二 6C 陳沁鉉

崔校長和林主任與傑出學生獎(學術)候選人合照。

崔校長和陳主任與傑出學生獎(操行)候選人合照。
崔校長和周主任與傑出學生獎(服務)候選人合照。

崔校長和鄧副校長與傑出學生獎(體育)候選人合照。
崔校長和何副校長與傑出學生獎(藝術)候選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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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生選舉出學生選舉 校 友感言友感言

大家好！我是羅曉詩，現就讀金文泰中學。
時間過得真是很快，轉眼間，我已畢業了一年多
了。回想起剛升上小學的時候，我甚麼事情都不
會，是老師循循善誘地教導我，教我學術上的知
識、人生的道理等等，讓我的知識不斷增長。因
此，我想感謝多年來教導我的老師。

最近，我明白了一句說話 “Impossible things, 
only if you want somethings you do not want to 
do.”意思是指沒有事情是做不到的，除非你自己不
想去面對。我希望這句話可以勉勵各位師弟、師
妹，不要放棄，要勇於面對各種挑戰。

時光飛逝，轉眼已畢業十多年。現時
亦會間中踏入愛官的校園，但身份不同了，
不再是當初那稚嫩的學生，而是以一名社工
的身份。重回校園，一幕幕的片段在腦海中
放映，在操場上與朋友們跑跑跳跳、在課堂
上的一切一切都教人回味。

再觀察筲箕灣這個社區，像我小時候
一樣，公園裏有很多長者休息，但很多設施
都改善了，例如，加建了升降機、翻新了樓
梯等，讓市民能夠更方便及安全地出入。接
下來的日子，我期望能發現更多社區需要，
從而提供多元化服務，回饋小時候孕育自己
的社區。

各位師弟妹，要好好珍惜讀書時候的日子，以及各種學習機會，相信這些都會是你們
人生中難忘及珍貴的經歷。 

2019年畢業生 羅曉詩2019年畢業生 羅曉詩

2006年畢業生 蕭潔瑩2006年畢業生 蕭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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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It is time to wake up! Sometimes,  I imagine 
that I am still a student at Aldrich Bay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Six years ago, a little girl carried her school bag to school and 
happily said goodbye to her family. Whilst studying at school, she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grew up quickly. Six years later, she is a student at 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When I first entered SSGC, everything changed, and it made me feel frustrated 
and lonely. My Classmates, my school environment and my teachers are not the same 
anymore.  Fortunately,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they made me hopeful. I cheered up, 
and was passionate about my new school life.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and I hope I can thrive with others. 

 Because of COVID-19, this year is special and I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about 
this situation. All of the activities are cancelled and we can't see our classmates face 
to face, but we all still need to achieve our goals and show strength.

Finall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BGPS for helping me a lot and helping me to 
become a successfu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I hope all of the graduates at ABGPS 
can enter their dream school.

2020年畢業生  Li Lok Sum 2020年畢業生  Li Lok Sum 

大家好，我是王昕熹。時間猶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我現在已經
是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一年級的學生了。

初中階段就好比一本書，展開來的時候新穎又驚奇；又如一幅美
麗的圖畫，五彩繽紛，給了我全新的感受。中學着重培育思辯及理解能
力，面對全新的學科和英語教學，對我來說是新的挑戰。在課上遇上困
難時，有同學一起討論和研究，更有老師耐心地教導，使我在學習的過
程中既愉快又充實。

回想起這六年來的小學生涯，在這個温暖的母校裏，留下了我的
歡聲笑語，就宛如夢境一般，每天都過得樂不思蜀。最後，我在這感謝
母校和老師對我悉心的栽培和照料。我祝願母校桃李滿門，師弟妹前程
似錦，將來考上自己心儀的中學!

2020年畢業生 王昕熹2020年畢業生 王昕熹

「叮──咚──叮──咚──」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母校放小休
的鐘聲似乎正在我的耳邊響起，同學在操場上嬉戲的玩樂聲也在我的腦海
中迴盪...從前小學裏休閒寫意輕鬆的生活真令人懷念!

自從升上中學，要讀的科目多了，功課也自然多了，花在温習上的
時間亦多了；休息的時間少了，玩樂的時間少了，和朋友聊天的時間少
了，但這些都是為將來做好預備的。中國有句古語：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年功。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只要肯用功、肯努力、肯堅持，燦爛和
精彩的夢想終點一定在不遠的將來等着各位師弟師妹們!                 

 中學要學習的知識雖然變得更多，過程會更辛苦，但卻能在過程中
認識到更多良師益友。希望各位師弟師妹在你們的學業之路上一路順利！
畢業後在社會的不同崗位上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奮鬥！

     最後，我在此祝願母校辦得越來越好，蒸蒸日上!

2020年畢業生 陳天恩2020年畢業生 陳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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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官」深明家校合作對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民歌正是陪着家長們一起成長，甚有
感情，所以「愛官」在崔家祥校長的大力推動下成立了「愛官」親子民歌隊，讓家長和同
學一齊唱民歌，每個月的一個週末早上，幾十位家長及同學開開心心地回到學校的音樂天
地，跟隨着資深民歌結他名師余德深先生及崔
家祥校長，一同唱民歌。大家由最初的細聲
唱，跟着唱，到後期，放膽唱，自信地唱，現
在更在校外擔任表演嘉賓，與市民大眾一起享
受民歌的樂趣。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日，「愛官」親子民
歌隊獲邀參加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1周年
青少年大匯演，在深哥及崔校長的帶領下，為
青年廣場Y綜藝館內的觀眾帶來悅耳的民歌，
一起輕輕鬆鬆地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	愛官」親子民歌隊是社區的一份子，
希望將來能透過不同的大型活動及節目製作，
向區內市民宣揚及演唱民歌。

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1周年青少年大匯演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1周年青少年大匯演

親 子民歌小組(青少年大匯演)子民歌小組(青少年大匯演)

星期六，唱民歌。

街頭BUSKING

東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1周年青少年大匯演正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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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s	Network是一香港非牟利機構。致力在港推動父親親職文化，為父親提供多方
面的支援，包括舉辦講座、培訓、親子活動及提供豐富資訊等，目的為宣揚爸爸在家庭裏的
角色尤其重要。本校自二零一九年開始與DADs	Network合辦多個親子活動，包括：「愛
要說出來」親子晚會、東金保親子工作坊、親子攝影班等等。本年度，崔校長獲機構DADs	
Network邀請主持親職節目《給爸爸的歌(Daddy's	Song)》，每次自彈自唱一首有意思的
歌曲，並與全港爸爸分享親子經驗及心得，與各位父母共勉。學校更邀請多位專家爸爸分享
親子心得。

D ADs Network @ 愛官ADs Network @ 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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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為了激勵學生的奮鬥精神及嘉許學生的優良表現，自二零零零年創校開
始，設立「家長教師會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獎項，至今已超過1200位同學獲得此獎項。

家 長教師會自我挑戰獎勵計劃長教師會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1A 1B 1C 1D 1E

成朗峰 駱  熙 吳宥軒 張柏琛 譚本晞
郭詩妍 許  洛 張顯邦 羅允暄 黃珞然

2A 2B 2C 2D 2E
楊懷輝 唐彥邦 吳苑瑜 雷博然 凌浚瑜
黃諾忻 王晞彤 林  澔 施承志 王廷皓

3A 3B 3C 3D 3E
陳靜璇 鄭學蘊 范彩心 司徒倩晴 陳朗妍
劉景生 徐宇晁 郭美延 麥子謙 盧天欣

4A 4B 4C 4D 4E
陳霆軒 麥寶琦 何朗晴 莊欣瀅 劉宇軒
黎倩希 李煦朗 李宜霏 楊少峰 陳星渝

5A 5B 5C 5D 5E
麥騫予 陳保螢 何嘉蕎 黃鏝琪 趙海晴
劉偉杰 朱靜怡 吳俊熙 翁詩敏 賴永然

6A 6B 6C 6D 6E
鄭嘉儀 陳天恩 洪嘉怡 張傲程 吳雅欣
蔡銘浩 陳恩喬 冼芷蔚 潘芊男 譚銘豪

1A	成朗峰
1A	郭詩妍

1B	駱熙	
1B	許洛

1C吳宥軒
1C張顯邦

1D張柏琛
1D羅允暄

1E譚本晞
1E黃珞然

2A楊懷輝
2A黃諾忻

2C吳苑瑜	
2C林澔

2D雷博然
2D施承志

2E凌浚瑜			
2E王廷皓

3A陳靜璇						
3A劉景生

3B鄭學蘊		
3B徐宇晁

3C范彩心
3C郭美延

3D司徒倩晴				
3D麥子謙

3E陳朗妍
3E盧天欣

4A陳霆軒
4A黎倩希

4B麥寶琦
4B李煦朗

4C何朗晴
4C李宜霏 4D莊欣瀅					

4D楊少峰

4E劉宇軒					
4E陳星渝 5A麥騫予					

5A劉偉杰
5B陳保螢				
5B朱靜怡

5C何嘉蕎					
5C吳俊熙 5D黃鏝琪	

5D翁詩敏

5E賴永然	
5E趙海晴

2B唐彥邦	
2B王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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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大家好，我深信孩子在學校學習的過程中，家長和學校是緊密合作的伙
伴，我懷著一顆「家校合作」的心，繼續成為第21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學校
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以及有幸獲得第三屆東區卓越家長教師會選舉「家
校凝聚之聲」獎狀。本屆承蒙各委員的信任，我繼續當上家長教師會主席
一職，能夠和校長、老師及家長們共同商討及策劃會務，秉承家教會的精
神，讓同學們在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得到健康的發展。

在疫情下，所有同學在學業和活動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
本會有不少活動都被迫取消。我現希望大家同心抗疫，一齊共渡難關，疫情
儘快過去，使學校和家教會能重回正軌。

希望各位家長能與本人並肩同行，積極參與，投入校園，與子女共同成
長，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很高興能再獲選為家教會委員。今年疫情令到實體
教學嚴重受阻，全港學生、學校和家長都受到影響，這
個時候家校合作更顯得重要。我們會繼續積極反映各位
家長意見，共同為同學們的需要努力，令他們能持續有
效學習！

大家好，本人很榮幸獲選為本屆家教會家長委員及學校管理委
員會家長代表。我好感謝崔校長、各位老師及家長們的支持和鼓勵。

在五年前，我剛踏入「愛官」，有幸成為家教會委員，一當就
當了四年了。回顧家教會的歷屆工作，我不難體會到家教會正在不斷
茁壯地成長。我們既可深入了解學校運作、分享學生校園生活、體會
老師教學的滋味、有機會與校長、老師坦誠分享，表達家長及自己的
意見，作為家長和校方溝通的橋樑。這四年在家教會的工作真是多姿
多彩，實在是豐盛了我的人生。我們共為同路人，一同前行，一同成
長，一同為孩子建構更優化、更適切的全人教育。

多謝大家支持，本人很榮幸再次獲選為家教會委員，成為學校和家長之間溝通
的橋樑。在疫情影響下，學校丶學生和家長都有很多的新嘗試，「愛官」在崔校長
和各位老師的帶領下不斷進步，實在令人刮目相看。今年，我會與各位委員繼續協
助學校推行更多元化活動，建立一個積極主動的學習環境，攜手共創美好校園。

6D郭梓鍵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蔡麗芳女士6D郭梓鍵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蔡麗芳女士主席寄語主席寄語

5C 馮奕元 5C馮奕方家長 5C 馮奕元 5C馮奕方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司庫)黃慧然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司庫)黃慧然女士

家長委員心聲家長委員心聲

5C李宜霏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總務) 陳敏兒女士5C李宜霏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總務) 陳敏兒女士

2C蔡棋威 4A蔡棋凱 4E蔡棋旋家長2C蔡棋威 4A蔡棋凱 4E蔡棋旋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學術) 謝麗雅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學術) 謝麗雅女士

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主席寄語及家長委員心聲主席寄語及家長委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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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畢業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拉近彼此距離，並能掌握母校的資訊及發展，以及向學校反映意見，為了讓畢業同學保持緊密聯繫，拉近彼此距離，並能掌握母校的資訊及發展，以及向學校反映意見，
本校已於臉書建立了一個群組，歡迎各校友踴躍加入。本校已於臉書建立了一個群組，歡迎各校友踴躍加入。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 渣華道官立上午/下午小學



全 賴 大 家 的 支
持，讓我繼續留擔任家
教會理事一職。我擔任
家教會理事一職已經多
年，能夠與各理事共同
為學校服務實屬本人之
榮幸。在任期內，我將
會與各位新舊理事攜手
合作，加強家校合作及
為學生們謀褔祉。

今年有幸成為家長
教師會委員，很高興能認
識到一班熱情的家教會成
員，很榮幸能為學生、家
長和學校盡一分力，服務
大家。我感謝校長以及各
位老師，不辭勞苦地教導
和培育學生，希望在未來
的日子，家校繼續攜手合
作，為同學們創造更美好
的學習環境。

大家好！感謝家長和老師對本人的支持，讓我成為今屆家教
會委員。在疫情下，我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小朋友能在校園學習
的機會，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可以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讓學生
能在充滿愛和正能量的校園中愉快成長，共同進步。

5C 馮奕元 5C馮奕方家長 5C 馮奕元 5C馮奕方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司庫)黃慧然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司庫)黃慧然女士

過去兩年，我眼見家教會的主席和委員們常常到校為學生派飯、為學生
舉辦活動，除了心存感激，亦被他們感動。本人十分榮幸當選本屆的家教會
委員，可以為各位同學和家長向學校反映大家的需要及服務學校，盼望大家
在疫情中加緊合作，渡過這一個難關。

各 位 好 ！ 我
感謝各位信任和支
持。作為今屆家教
會候補委員，我定
會盡心盡力，盡己
所能，與其他委員
一同協作，籌備並
參 與 家 教 會 的 工
作，與學生們、家
長們、校方共同成
長！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有幸成為家教會的一份
子！我將盡力為家教會服
務，為維繫教師和家長而
努力。我希望疫情快快過
去，我們可以再次舉辦不
同學校活動，與孩子一起
開開心心地學習，快快樂
樂地成長。

謝謝主席及各位！

我一直以來都很關心子女的成長，除了擔任幼女的幼稚園的家教會委
員，今年很高興再次成為「愛官」家教會的一份子。正所謂「教學相長」，
能夠融入子女的校園生活是一件很開心的事，謝謝學校及家長們給我這次學
習和服務的機會，我期待日後在各項活動中跟大家見面。

4D郭乾靖家長4D郭乾靖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公關) 陳雅絲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公關) 陳雅絲女士

5A蔡子濤家長5A蔡子濤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康樂) 陳妙娜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康樂) 陳妙娜女士

2E吳欣妍姸家長2E吳欣妍姸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出版) 胡彩虹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出版) 胡彩虹女士

3B楊靖勤家長3B楊靖勤家長
家長教師會委員(秘姸書) 羅秀慧女士家長教師會委員(秘姸書) 羅秀慧女士

1E吳玟澄家長1E吳玟澄家長
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美玲女士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美玲女士

2B張晉元家長2B張晉元家長
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惠敏女士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惠敏女士  

候補家長委員心聲候補家長委員心聲

2B袁一曦家長2B袁一曦家長
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匡正女士家長教師會候補委員 陳匡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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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二十一屆
2020-2021

第 一 期

在疫情籠罩下，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晚上於本校禮堂
順利舉行，並依會章以票選方式選舉了第二十一屆家長委員。

首先，由崔家祥校長致歡迎辭，感謝家長委員的無私奉獻，並祝願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
工作順利。之後由蔡麗芳主席及黃慧然司庫分別匯報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隨後，由家長委
員陳敏兒女士簡介義工服務。接着便是最重要的時刻──家長委員競選，司儀分別介紹各位
候選家長委員的參選抱負，在場的每位家長都細心聆聽，希望能選出合適的家長委員。

在點票期間，大會進行了頒獎儀式，頒發家
長義工服務獎狀予為學校服務的家長，及播放自
我挑戰獎勵計劃得獎學生相片。

頒獎禮完成後，司儀宣佈成功當選的八位家
長委員及三位候補委員，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家長委員便正式誕生了。

在此熱烈祝賀新一屆家長委員！我祝願第
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能進一步促進家校
合作，為學生共同努力。

家

榮譽顧問 崔家祥校長、鄧中維先生

主  席 蔡麗芳女士

副主席 鄧志強副校長

司  庫 張素清副校長、黃慧然女士

秘  書 陳燕珍副校長、羅秀慧女士 

出  版 鄭麗華老師、胡彩虹女士

學  術 黃美儀主任、謝麗雅女士

康  樂 古燕玲姑娘、陳妙娜女士

公  關 陳慧詩主任、陳雅絲女士

總  務 關建華老師、陳敏兒女士

候補委員 陳惠敏女士、陳美玲女士、陳匡正女士

義務核數 諸教倩女士

崔家祥校長
致歡迎辭 蔡麗芳主席匯報

會務報告

多謝各位家長義工

長教師會會員大會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卸任委員大合照，多謝他們過往一年的努力。 經過激烈的競選後，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終於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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