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家祥校長
大家好！我很高興能到愛秩序灣官立小學接任校長一職，成為

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衷心感謝張俊珊校長十多年來為學校盡
心盡力，建立一隊優秀的教師團隊，亦為同學們提供了理想的學
習環境。2016年是一個新的開始，學校未來三年的關注事項以培
養同學們的品德及自學能力的前題，各學科及活動將會以此為發
展主線。在品德培育方面，我們會培養學生正面思考，學習解決問
題的技巧及欣賞別人態度，讓他們知道助人為快樂之本，學習服務
他人，加強個人自信；在學習知識方面，我們會提升學生數、理、
科學及常識的技能，加強學生解難策略的運用技巧，並透過電子學
習，加強學生自學能力。

每位同學都是老師與父母心中的無價寶貝，我們深信每一位都
有與眾不同的才華。然而，成長路上難免會遇上大大小小的困難，
希望同學們不要因為自己的一時失意而放棄夢想；不要因未被人賞
識而意志消沉，謹記師長和父母都在你身邊扶持你，朋友同學都在
你身旁鼓勵你，與你同行，伴你啟航，緊記校訓「敬遜思敏」：待
人接物時要敬業樂群、謙遜有禮，學習時要思考探索，保持敏銳靈
巧。我盼望同學們能努力學習，發掘自己的潛能，找出屬於自己的
光芒，無論在品行、學業、體藝、服務上都能發光發熱，成為一顆顆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星星，閃出耀眼的光采，照亮整個星空。

與你同行•伴你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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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十六屆畢業典禮於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於學
校禮堂舉行，今年共有百多名小六畢業生。學校十分榮
幸邀請了中文大學吳本韓博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並為
畢業生致訓辭，讓學生獲益良多。當天，本校除了安排
頒發畢業證書及獎項等程序外，還有畢業學生籌備多時
的節目表演，學生精彩的表演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時亦能讓大家一同懷緬他們在校的歡樂片段。合唱團
及畢業生一同唱出由張俊珊校長作曲及填詞的校歌，更
將全場的氣氛推上最高點。最後，畢業典禮在師生及家
長們愉悅的心情下完滿結束，我們衷心祝願各位畢業生
前程似錦，前途一片光明。

張校長與嘉賓、家長、老師、
舊生及學生合照留念。

主禮嘉賓吳本韓博士向畢業生致訓辭。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鄭穎琦小姐頒發學業傑出獎予得獎生。 中國舞校隊的精彩演出。

6B班
同學的精彩演出。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6D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6E班同學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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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與合唱團及小司儀合照。



6B班
同學的精彩演出。

6C班
同學的精彩演出。

6A班
同學的精彩演出。

樂器小組所彈奏的優美

樂曲，真是繞樑三日！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升旗隊正進行升國旗儀式，全體肅立。

畢業生家長及學生將他們的心聲寫在心聲卡上，
盡顯他們對母校的不捨之情。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蘇耀宗博士與畢業生合照。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莫慶炎先生頒發渣華道官立下午小學

校友獎學金予得獎生。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及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頒發模範風紀獎項予得獎生。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黎志權先生頒發優良學生獎予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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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員歡迎您！

大家好！今年我能成為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一份子，實在感到
很高興。第一次走進校園，我的視線就被這個色彩繽紛的校舍深
深吸引着。我在想：這麼大的空間，內裡藏着甚麼呢？現在，我
開始找到答案了。原來，校園裏載滿了孩子們琅琅的讀書聲、清
脆的歌聲、真摯的笑聲！看着孩子們一張張淘氣的笑臉，我竟找
到了那一顆久違了的赤子心！

我憧憬着在往後的日子裏，能與同學們一起讀書，一起唱
歌，一起玩耍，讓那些從來都是屬於我們的歡笑聲，充斥着整個
校園，撒滿每個人的心間！

大家好，我是周SIR。

我感到很榮幸成為學校圖書館主任，與同學一起走過閱讀歷
程，增廣知識，擴闊視野。身負推廣閱讀的使命，我會帶領同
學啟航「悅」讀之旅，感受當中的「悅」讀樂趣。「書中自有
黃金屋」，同學可以在課餘時，多加善用圖書館資源，發掘更
多的知識寶庫。

大家好!我是張
素清主任，主要任教
3C班中文、4B班數
學及5C班常識。今
年，我很榮幸能加入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這
個大家庭，成為這個
大家庭的一份子。平
日我喜歡看電影及遠
足。同學們，如果我

們在校園碰面，歡迎你們跟我分享你
們的生活點滴。在此，祝願每位同學
有個愉快而充實的校園生活！

張素清主任

周益彰主任

古桂芹老師

理想的環境確有助
學習，初來到這學校也
體會到環境的美。上課
時，看見學生被窗外隨
隨經過的大型郵輪吸引
着，我總想問：好讓他
陶醉在這三數分鐘，也
不算太奢侈吧？郵輪碼
頭的出現，見證這城市

的發展與敢於向前，也許有學生他日在這
正在起步的項目中，能找到興趣與發展。
同樣地，能合眾人之力，令學生小步向
前，也同樣地是愉快一事。

馮偉文主任

大 家 好 ， 我 是 陳 巧 怡 老
師，很高興加入愛秩序灣官立
小學這個大家庭。

同 學 們 ， 在 學 習 的 路 途
上，我們會經歷無數的成功與
失敗， 只要抱著「勝不驕，
敗不餒」的精神，朝著既定的
目標走，最終成功必定屬於你
的。希望你們享受學校生活，

從中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願你們的生命充滿愛
與喜樂！

陳巧怡老師 劉登明主任
大家好！我是劉登明主任。

今年很高興再返回愛秩序灣官立
小學工作，祝大家身體健康，老
師們工作順利，同學們學業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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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員歡迎您！

大家好！我是衛
德 偉 老 師 ， 很 開 心
能加入這個充滿歡笑
聲、學生又樂於學習
的大家庭。我期望
能夠讓同學發揮潛
能，提高個人質素
及競爭優勢。我十
分榮幸與一羣高度
專業、互勵互勉的同袍並肩同行，
讓莘莘學子開創豐盛人生。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
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衛德偉老師

Hi！我是關秀
金老師！很高興
來到愛秩序灣官
立小學這個大家
庭。我是一位尋
寶者，我想挖掘
的並非是物質上
的財富，而是學
生們的潛能，因
為每個人內在都
有特殊的光華等著綻現。但願我在這
個大家庭，能挖掘到大家的潛能，使
生命更加精彩。

關秀金老師

大家好！我是Melissa姐姐，今年很高興能夠加入愛秩序灣
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我的日常工作包括學校的文書處理、協
助舉行活動和協助老師準備教材。有時候，我亦會帶同學出外
參觀。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事，歡迎大家來
認識我！

何庭嫣(Melissa)  教學助理

大家好！我是Winnie，是學校校務處的文員。我曾是一位銀
行文員，孩子出生後便沒有工作。現在孩子日漸長大，我便可
以再工作了！ 

我很高興可以在這裏工作，因為每天看見一張張天真的笑臉
在校門出現的時候，令我彷彿拾回童年的感覺！

謝玉珍(Winnie)校務處文員

大家好!我是黃綺雯老師。很高興加入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大家
庭，並擔任3A班主任一職！

加入愛小初期，面對種種新的挑戰，我仍感到戰戰兢兢。感謝校
長、同事、甚至家長們的分享、提點及幫忙，我總算很快便適應過來
了，並享受著每天與大家相處的時光！所謂「教學相長」，我希望自
己能與學生們一起努力，一起進步，一起在愛小裏快快樂樂地成長！

黃綺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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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儕觀課文化
本年度同儕觀課在上學期第十至十四週進行。觀課目的是讓老師互相觀摩學習，力求改善學與

教及促進專業成長。本年度觀課重點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包括提問技巧、自主學習及解難策略。

教師專業發展

(二) 課研活動
本年度英文科五、六年級參加了教育局小學校本支援計劃，由教育局校本支援組的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蔣冠文先生協助，提升英文老師的教學效能，幫助學生增強閱讀及寫作能力。

大家專心地進行備課。

學生積極參與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

同儕觀課後，校長及老師們會儘快進行評課會議，檢討成效。

老師利用plickers即時來統計小測結果，

學生積極參與，老師亦可以立即作出回饋!

學生在課堂上見到崔校長到訪，感到既驚訝又開心。

崔校長、何副校長、曾老師也來參與課堂活動。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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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三) 教師專業發展日
為加強老師對STEM教學策略的認識，學校於第一次教

師專業發展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吳本韓博士到校，為老師
主講「小學推行STEM教育」講座。

當天下午，本校幾位老師進行以「	GO	E-learning	」為
題的教學分享，同儕間互相分享有趣的電子教學軟件和教學經
驗分享，老師們都獲益良多。

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在本校舉
行。當天的主題是「善用應用程式進行互動教學以提升學生課
堂參與」，由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四位借調老師陳敬萍、温
詩敏、吳祖兒及石嘉穎老師主持。

本校課程主任與其他學校的課程主任定期開會交流意見。
開始前先來大合照。

不知道鄧副校長帶上虛擬實

境眼鏡有何感受呢?

石老師教導老師於數學課如何使用電
子學習應用程式來進行教學。

温老師分享校本經驗。
吳老師正在介紹老師一些英文科的
電子學習應用程式。

陳老師及温老師接受崔校長頒發錦旗。

崔校長也試用教學程式，非常有趣。
老師們對m-Bot機械車非常感興趣。

學生積極參與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

 (四)其他交流活動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崔校長率領鄧副校長、何副校長、

陳嘉榮老師及鄧汝偉老師到香港潮商學校參加InnOuTech	
Courses	Introduction	。

此外，本校課程主任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課程領導-學
習社群」，與其他學校的課程主任定期開會，共同學習及交流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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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暨敬師日

九月二十六日為本年度的開學禮暨敬師
日。當天全體七百多名學生精神抖擻齊集禮
堂，專心聆聽崔家祥校長及家長教師會主席
黃志君女士的訓勉。為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學生代表將親手繪畫的敬師卡致送給勞苦功
高的老師，場面既溫馨又動人。

家長教師會各委員蒞臨參加典禮。
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
致送敬師卡予崔家祥校長。

一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一年級班主任。

二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二年級班主任。
三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三年級班主任。

四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四年級班主任。

五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五年級班主任。
六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六年級班主任。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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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三年級班主任。

六年級學生致送敬師卡予六年級班主任。

小一新生適應日

本校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舉行了小一新生
適應日，讓新生早日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家長亦可藉
此機會認識學校的運作，加強彼此的溝通與合作，以
協助孩子在小學階段能積極愉快地學習。

走到圖書館，尋找自己的寶藏，當然興奮啦！
到訪電腦室，小朋友都專心聆聽老師的話，很守規呢！

參觀校園：到英語室體驗英語學習環境，

細聽外籍教師的講解，你看同學多專注呢！
一起分享閱讀英文大故事書的樂趣吧！

剛踏入小學階段的小寶寶都能既留心又積極地參與工作坊的活動，真棒！
班主任面見家長，講解學校的學習常規。

同學們開開心心地參與「升小一適應工作坊」。

在禮堂舉行學校簡介會，崔校長讓家長瞭解

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各方面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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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校園遊

為加深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對本校的認識，本校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幼稚園校
園遊」活動，約有三百個家庭出席，場面熱鬧。當天，參加者不但可以出席簡介會了解本校概
況及課程的特色，還可自由參觀本校的設施，參與各科的活動，以及與教師、校友及家長義工
傾談，從多角度了解本校的教學理念。

崔家祥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概況。

家長、孩子齊動手試試接通小燈泡。

嘩！mBot機器人是如何操作的呢？

校友向家長細訴昔日在母校的愉快點滴。

英語故事齊齊聽，很有趣啊！

齊來踏踏「發電單車」，看看誰是超級發電王。

跟節拍打手鈴，不如我們組隊表演吧！

囡囡，這本圖書不錯的。圖書館內的館藏真不少呀！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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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祥校長向家長介紹本校概況。

英語故事齊齊聽，很有趣啊！

公益金便服日

本年度的公益金便服日已於
十月六日舉行。在這次的籌款活
動中，我們共籌得$32,171.00的
善款，善款數字十分理想，在此
感謝每一位同學及家長的大力支
持。同學們能在校園內穿上自己
喜歡的便服，大家都感到非常興
奮，笑容也十分燦爛。

崔校長與同學合照，大家都笑得很開心呢	!

十分有民族色彩啊	!

老師跟同學合照，表情多多	! 即使是穿上便服，同學們都
非常守秩序呢	!

一班好朋友在課室內留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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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博士教你學是學非

為加深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對本校的認識，本校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幼稚園校
園遊」活動，約有三百個家庭出席，場面熱鬧。當天，參加者不但可以出席簡介會了解本校概
況及課程的特色，還可自由參觀本校的設施，參與各科的活動，以及與教師、校友及家長義工
傾談，從多角度了解本校的教學理念。

	十二月十六日，學校邀請於TVB	電視節目《學是學非》擔任
客席主持而人氣急升的中文大學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昇博士到
校為小四至小六同學舉辦了一個有關電力的工作坊。湯博士為
我們示範了很多有趣的實驗，結果令在場每位同學十分讚歎，
激發起大家的求知慾。

湯博士的實驗生動有趣，一個接一個，帶來了不少歡笑及驚喜。

全體同學與湯博士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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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一般的常識課－

十一月十一日，學校帶領二十一位五年
級的同學到八鄉中心小學，與友校同學一
起觀鳥。兩校的同學組成三至五人的觀察
小組，在導師關朗曦哥哥的指導下，以雙
筒望遠鏡及平板電腦作為工具，考察石崗
一帶的鳥類生態。當日同學更有幸親眼看
見過境香港最罕見的「阿穆爾隼」，牠們
每年冬季降臨前，會從黑龍江繞行半個地
球到達非洲南部草原渡冬，是目前已知遷
徙距離最長的猛禽。在香港，往年僅有零
星的觀察紀錄。

八鄉觀鳥活動

感謝八鄉中心小學黎婉珊校長及關朗曦哥哥的悉心安排，讓我們上了非一般的常識課，齊來合照留念。

我們見到罕見的「阿穆爾隼」。	
(相片由導師關朗曦提供)

八鄉的自然環境造就了良好的生態圈，處處都有鳥兒的踪跡，大家常常停下來細心欣賞。

	關導師用心教導，崔校長也來幫幫忙。　

大家一起用IPAD搜尋資料。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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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旅行當日雖然下着
毛毛細雨，但也無減同學們興奮的心情。今年我們兵分兩路，一至
四年級同學到烏溪沙青年新村，而五、六年級的同學的目的地是
粉領浸會園。雖然地點不同，但同學對旅行的熱情一樣，他們都
非常投入和享受當日的活動，渡過了既難忘，又充實的一天呢!

秋季旅行
到達烏溪沙青年新村，先拍張班照留念吧!Yeah!

雨停了，我們立刻把握時間和老師到戶外玩吧!在這裡開大食會，
別有一番風味呢! 精彩的足球比賽即將展開，

我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到達浸會園，當然要來一張大合照!
真高興呢!可以和校長合照一張!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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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一度的秋季旅
行，我們浩浩蕩蕩地出發到營地—香港

浸會園。

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正當到了籃球比賽的
緊張時刻，雨伯伯竟然不識趣地大哭。我們十分無奈，

只好狼狽地避雨。

我們來到了有蓋的燒烤場，這裏的空間狹窄，可是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大家放下行李，準備稍後的欖球比賽。
比賽開始了，對方的組員衝鋒陷陣，殺個片甲不留。由於對
方球員身形龐大健碩，因此我們最後慘敗四比十。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畢業旅行也圓滿結束。
儘管我兒時很多回憶也漸漸淡忘，可是，我相信今天

的難忘回憶就永遠印在腦海深處。希望不久的將
來，大家能夠再次聚首一堂。

6A 文彥博

秋季旅行

旅行當天，天下着細細的
雨，把浸會園的每一朵花、每一棵樹、每

一片葉子都刷得很乾淨，讓大地煥然一新。

拍完班照後，便是大家一直期待的自由活動。雖然
天空還下着綿綿小雨，但也不會減退我們喜悅的心情。我們

先把整個浸會園都走了一圈後，便決定先去做手工。做手工很有
意思，也只有耐心的人才能完成。我們每人拿了一小盤的小膠珠，

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粒小膠珠分毫不差地放在模盤裏，一粒一粒地串起
來，時間也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二十分鐘後，我們三人都完成了一個
像樣的凱蒂貓，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它交給兩位哥哥後，突然雨停了，
我們就去「銀河世界」玩高難度的攀爬遊戲。我們坐在轉梯上轉啊
轉，但我們覺得最好玩的，還是轉盤。我們從兩個人手拉着手玩，一
直玩到七個人加入。玩了三十分鐘，聽到廣播要集合了，我們才依
依不捨地離開。

這是我最開心的一次旅行!

5B 盧怡心    
星期二是學校的旅行日，我

們乘坐旅遊巴士到烏溪沙青年新村旅
行。

到達目的地後，竟然下雨了，我們都很失望。
大家首先去四號禮堂集合，接着就分組自由活動了！

我和組員們到食堂旁邊野餐，跟着到康樂室玩。在康樂室
裏，我們玩了很多遊戲，但我最喜歡玩的是打乒乓球，雖然
我的球技不是很好，但是我竟然贏了其他同學，令我感到十
分驚訝。

今天的天氣並不好，所以我們不能進行戶外活動，而且
經常和隊友走失。這就是今次旅行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回程的時候，我們便依依不捨
地上車離開。

雖然那天並不是那麽順利，我們還是玩得十
分開心。

3A 蔡晉曦

雨停了，我們立刻把握時間和老師到戶外玩吧!

大戰展開前，先來一張合照吧!

看我們精心
製作的作品!

三五良朋，分享食物，分外滋味！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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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校內運動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
行，並邀請了現役香港精英游泳運動員施幸余小姐蒞臨主禮。儘管
寒風凜凜，仍不減健兒爭勝的決心。傳統的師生接力賽更將運動會
的氣氛推至高峰。

運動會

施幸余小姐與老師合照。
現役精英游泳運動員施幸余小姐
擔任本屆運動會的主禮嘉賓。

參賽健兒的英姿。

女子推藥球比賽。

爭分奪秒，勇往直前。
享受比賽就是
最大的收穫。

勝不驕，敗不餒。

崔校長主持親子遊戲。

運動員代表宣誓。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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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施幸余小姐接過校方送贈的畫作。

一眾家長教師會委員到場支持一年一度的盛事。

一嘗得獎滋味，滿足感真大呢！

崔校長及施幸余小姐頒發師生接力賽獎項給得獎者。

我們有鬥心，但不失公平競爭。

盡情投入比賽，進入忘我境界。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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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都為參加聖誕聯歡會精心打扮。
崔家祥校長與本校的家長教師會委員拍照留念。

聖誕聯歡會

終於有比賽結果了!
崔校長、兩位副校長及家教會委員頒發獎項。得獎同學都很高興!

本校木笛隊的精彩演出。

參加聖誕帽設計比賽的同學都十分緊張。

本校合唱團演唱聖誕歌。

我們的神秘嘉賓—崔校長壓軸出場，

為聖誕聯歡會的表演掀起高潮。

同學們都在聖誕聯歡會中盡興而歸。

本校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了聖誕聯
歡會，家長教師會委員也到校參加。同學們透過欣賞
和參與表演，不但感受到節日的氣氛，更增加了對學
校的歸屬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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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了配合常識科不同的學習主題，例如動物園、樂在
東區、香港是我家、潔淨的水、微生物的觀察及探索太空，安
排學生往不同的場地進行教育性參觀。各參觀活動均為寶貴的
學習機會，同學們都十分積極參與。

年級 參觀月份 參觀地點
一 2017年4或5月 香港公園(溫室)
二 2017年4或5月 西灣河消防局
三 2017年3或4月 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四 2016年12月或2017年1月 馬鞍山濾水廠
五 2016年11月 大埔科學園
六 2017年3月 太空館

教育性參觀

五年級同學參觀科學園的大合照。

究竟甚麼是光纖呢?

遊戲雖簡單，但得着真不少呢！

科技小遊戲令同學增長知識。

同學們都十分留心聆聽。

這就是濾水池了!

四年級同學參觀馬鞍山濾水廠。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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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藝術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排球

體能訓練

表演藝術 英語戲劇初體驗

普通話話劇

音樂藝術 木笛合奏小組

唱遊Sing	Sing	Sing

視覺藝術 視藝小先鋒

書法

漫畫

趣味視藝

摺紙樂

繪畫Fun	Fun	Fun

學術 中文遊戲樂趣多

我愛「成語」

齊來說故事

English	Fun	Games

I	Love	English	Stories

Story	Appreciation

English	Smarties

資優數學

趣味數學

魔力橋

記憶有法

環保科技小園丁

資訊科技小精英

趣味電腦

愛官小記者

休閒娛樂 集郵樂趣多

棋藝

針織班

IQ大比拼

動動腦砌砌圖

遊戲DIY

協作社交 幼童軍

樂在「奇」中

義工培訓

動感社交

週五課外活動
為了發揮學生的個人潛能及培養學習興

趣，本校週五課外活動提供了多元化及有
趣的活動讓學生參與，從而增加他們的學
習經驗、擴闊視野。

本年度週五課外活動於十月十四日正
式開始，組別共有42組，其中22組為固定
組，20組為循環組，活動組別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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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有法

樂在「奇」中

普通話話

劇

針
織班

魔力橋

愛

官
小記者

幼童軍

視藝小先鋒

環保科技小園丁

英語戲劇初體驗



 課後興趣班

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本校
除了在課堂時間舉行各項活動外，
還在課後安排專業導師開辦多元化
的興趣班，讓學生在校內及校外展
示學習成果，發揮體藝的潛質，擴
闊他們的閱歷。

本學年共開辦了二十一班課後
興趣班及八隊校隊，包括有：

此外，我們還有升旗隊步操訓練，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和合作精神。

現在讓我們看看課後興趣班的活動情況吧！

音樂藝術
小提琴班

口琴班

敲擊樂校隊

書畫班

創意繪畫班

視覺藝術

學術
數學能力大爆發

奧數培訓班

科學小先鋒

機械人工程師

兵乒乓球興趣班及校隊

籃球興趣班及校隊

排球興趣班及校隊

足球興趣班及校隊

羽毛球校隊

跆拳道班

體育藝術

藝術體操興趣班及校隊

中國舞興趣班及校隊

戲劇訓練班

表演藝術

書畫班

中國舞校隊

小提琴中班

數學能力大爆發

敲擊樂校隊

藝術體操興趣班

跆拳道班

籃球興趣班

兵乒乓球興趣班

科學小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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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活會 動

星期五午膳後，同學會聚集於禮堂進行週會活動，透過
各類講座、話劇欣賞等，讓同學認識及明白正確的價值觀
及溝通技巧，從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良好的品格，活出
健康、燦爛的人生。

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牛頭馬面」文件匣
好精美呀!

東區警民關係科傅警長正進行
「電腦及科技罪行」講座。

駐校言語治療師陳姑娘正教導
同學看圖說故事的技巧。

低年級的同學正努力以清晰的
言語表達故事的內容。

《南山七小福》作者朱穎詩小姐分享
寫作心得及教導寫作技巧。

大家可不可以講出《南山七小福》中
七小福的性格特徵呢?

同學正討論有關「電腦及科技罪行」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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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校 輔本 導 計 劃

「我做得到」獎勵計劃以「互相尊重，關愛別人」為
主題，培養學生日常彼此尊重及互助友愛的態度，建立
校園關愛文化。每位學生獲發一本「我做得到」獎勵計
劃小冊子，於個人、學校及家庭範疇訂下不同目標。透
過老師和家長平日觀察，學生在校內有尊重、關愛、互
相幫助、積極參與服務等良好表現時，均可獲得印章以
作鼓勵。我們相信透過家校合作，多觀察同學平日的表
現，並欣賞其良好行為，必定有助強化同學實踐尊重及
幫助別人的能力，培養正確價值觀。

看!同學們都一同舉手宣誓。

這本就是「我做得到」獎勵計劃小冊子。

5A陳宗熙、徐柔靜、6A陳卓珈及6B楊桂輪帶領同學，在崔校長

見證下作宣誓，承諾本年度做到尊重和關愛別人。

九月份於開學禮上，學生輔導人員向同學介紹「我做得到」獎勵計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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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輔導服務

本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由何姑娘及曾姑娘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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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學長」計劃、義工培訓、小一適應活動、升中適應活動、「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等，協助學生全人發展。除此之外，我們不但會給予家長適切的支援，與老師合作解決
學生問題，還會推行各項活動強化學校的關愛文化。

「我做得到」小組 「精靈一族」小組

義工培訓

「成長的天空計劃」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我們參加了「我做得到」小組，玩遊戲真開心呢！ 在「精靈一族」小組中，同學可學習控制情緒的方法。

週五的義工培訓，同學體驗殘疾人士的困苦，並互相合作完成指定任務。 同學用心寫下自己參與義工的期望。

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同學與校長、老師及家長一起大合照。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已經於十月
開始，參加的同學需合作完成任務。

我們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的「區本課
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放學後由導師指導我們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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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就職典禮

「服務生就職典禮」已於十月七日舉行。當天共有十六支服務團隊一同齊集學校禮堂進
行宣誓。在全體老師及同學的見證下，各服務生無不嚴肅、莊重地宣讀《服務隊伍誓詞》，
場面莊嚴。

同學用心寫下自己參與義工的期望。

所有服務生跟隨領誓的代表，齊聲立志宣誓，承諾全心全意為學校服務，場面多壯觀啊！

三位小司儀(5A班黃卓琳、徐柔靜和
陳忠熙)主持典禮，態度認真又投入。

崔校長訓勉全體服務生要多參與
服務，成為一位認真盡責，勇於
服務他人及社群的好學生。

各隊服務團隊的代表站在台上，準備一同領讀誓詞，全場氣氛嚴肅。

宣誓完畢，各服務團隊的代表與崔校長合照。你看！他們位位都精神奕奕，信心十足，準備全情投入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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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學校共設有16個服務團隊，能力各異的同學均有機會在不同的領域中幫助老師及
有需要的同學，讓學校成為一所充滿關愛的校園。透過各項的服務，同學能夠提高責任感及
自信心、發展領導才能、培養合作精神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從而在日後成為良好的公民和
優秀的領袖。

膳長

班長清潔糾察

風紀

校車車長

 熱心服務在愛官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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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心服務在愛官

愛心學長

圖書館大使

升旗隊

幼童軍

中文大使

英語大使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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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小天使

普通話大使

電腦小先鋒

言語大使

環保科技
小園丁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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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活動

本校中文科上學期舉行了校內的中文寫作比賽及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亦參加了校外的「東聯20週年
標語創作比賽」、「綠色假期徵文比賽」及「知文
識趣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為了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九月中開始
全校推行閱讀計劃，逢星期一、四早上學生可進行早
讀，每天午膳後及導修課時段也可進行午讀。

本科十月份更展開「中文大使計劃」，五、六年級
「中文大使」逢星期三導修課時段協助一、二年級中文能
力稍遜的同學，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中 科文

同學很投入地閱讀圖書呢！

中文大使用心地協助低年級
同學學習中文。

考考你，這個字應該怎樣讀呢﹖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初級組
冠軍李宜霏、亞軍馮凱婷、季軍伍敏菲。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中級組
冠軍吳睿禧、亞軍蔡晉曦、季軍李樂心。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高級組
冠軍盧怡心、亞軍文彥博、季軍楊媛棋。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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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there	are	several	exciting	English	activities	happening	 in	 the	school.	
In	the	First	 term,	for	the	first	 time,	all	students	will	 take	part	 in	the	One-Minute	Talk,	
where	all	students	will	prepare	a	one	minute	talk	to	present	to	their	class.	Again,	this	
year	we	will	have	the	Buddy	program	where	P5	and	P4	students	help	
P1	and	P2	students	with	 their	English	and	 the	Love	Radio	Show	
where	students	can	practise	speaking	English.	There	will	also	be	
the	Penmanship	Competition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	entering.	Starting	 in	 the	 first	 term	and	continuing	 to	
the	second	term	there	will	also	be	Thematic	Boards	on	the	ground	

floor	displaying	several	 themes	such	
as	Halloween	and	Thanksgiving.	

In	 the	second	 term,	 there	will	be	 two	
very	exciting	activities.	First,	English	Fun	
Day,	where	every	Tuesday	at	 the	second	
recess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fun	English	speaking	games.	
The	second	activity	 in	 the	 term	will	 be	
the	Caring,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where	 students,	
in	all	 the	class	 levels,	will	get	a	chance	
to	cultivate	positive	attitudes	on	caring,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through	writing	
activit ies.	 I	 hope	 everyone	 enjoys	 the	
English	activities	this	year.	

英 科文 We	like	coming	to	the	English	Room.

I	can	read	a	scary	story	then	do	a	puzzle.	Great!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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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excellent	reading	guidance.	

English	Buddies	Fun	Fun	Fun!Welcome	to	the	Love	Radio	Show!



本校數學科除了重視幫助學生建立概念外，同樣重
視提升學習興趣，所以本年度其中一項關注項目，就是
希望學生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活動，在輕鬆的學習環境
下能夠自主地建構知識，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本校的
數學科活動亦十分多姿多彩，繼上學期展開了「速算3
分鐘」及「數學小天使」的活動後，下學期更會舉行數
學搶答比賽、分級速算比賽等。此外，本校亦安排學生
參加不同的校外數學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

數 科學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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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excellent	reading	guidance.	

小息一開始，一年級同學就急不及待找「數學小天使」玩遊戲了！

得到充滿愛心的「數學小天使」悉心教導，

小師妹暖在心頭了！ 量度小小的物件，你能找出合適的「中間人」嗎？

大家準備出戰Kub牌	Rummikub比賽，心情又興奮又緊張。
比賽開始了，看來你信心十足啊！

我挑戰「乘法表」成功了!



常 科識
常識科於本年度上學期舉行了

多項活動，表列如下：

月份 年級 活動
十月份 一年級學生 參與聯課活動「訪問學校成員」，

加深對新校園的認識。
十月份 五、六年級學生 參觀騎術學校，體驗騎馬的樂趣。
十一月初 五年級學生 參觀科學園，引發創意思維。
十一月初 五年級學生 與八鄉中心小學的非華語學生參與

觀鳥活動。
十二月份 五、六年級學生 參加mBot編程比賽
十二月中 六年級學生 蘇浙公學航拍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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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基地」認真鑽研，盼能盡快完成賽道。
同學們「瞓」身嘗試，務求

以最快的圈速完成。

mBot比賽前的工作坊，同學多期待﹗

五年級的同學們整裝待發，準備進入「科學園」
內的流動實驗室參觀。

一年級同學用心地介紹他們所訪問的學校成員，分享學習成果。

年紀小小的一年級同學初嘗
操控電腦，配合組員匯報，
你看他很「在行」呢！

五、六年級同學鼓起勇氣，策騎可愛的小馬。

原來小馬很温馴，任由同學們怎樣撫摸，也不會生氣呢！

同學們埋頭苦幹地參與STEM活動。

同學們都小心翼翼地在航拍機起飛前作準備。

同學們初作嘗試，大家都戰戰兢兢！



本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派出十五位同學
前往匯智中學，參加由萬鈞教育機構舉辦的全港小
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參賽歌曲是“Over	 The	
Rainbow”。比賽當天，同學們除了十分盡力地參與
比賽外，也見識到其他學校用心的演出，實在令人大開
眼界！另外，音樂科亦在聖誕前夕舉辦聖誕歌曲點唱活
動，讓學生向老師和同學表達心意。除此之外，「唱遊
sing	sing	sing」和木笛隊的同學為了上學期頒獎禮的表
演都十分努力地排練。

音樂科將於下學期派出由50位同學組成的合唱團參
加校際音樂節的合唱比賽，現階段同學們都積極排練，
希望同學們能取得理想的成績吧！

音 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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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的同學們正努力地排練聖誕聯歡會的表演節目，
希望為全校師生帶來一個精彩的演出。

同學們拿着樂器演奏，顯得十分雀躍呢！

由一及二年級同學組成的「唱遊sing	sing	sing」，也	十分努力地練習呢！
木笛隊的同學們用心地排練上學期頒獎禮的表演曲目。

比賽曲目是“Over	The	rainbow”，大家都穿起了
像彩虹七色的衣服，多麼奪目呢！



體 科育
早操活動

齊來做早操，展現愛官健康動力！

師生早操計劃，目的在校園宣揚做運動的健康訊息。透過早
操活動，讓學生強化及伸展全身肌肉，藉以提升學生對運動與
健康的關注。

單車擂台
發電單車大比拚，

環保節能一站通。

成 立 發 電 單 車 擂
台，目的是希望學生由
單車競技，達致運動強
心，提升身體素質，同
時亦讓學生認識電力的
產生來之不易，加強環
保節約意識，真是一舉
兩得！

上下一心、節能健身！

節能發電，看看誰是未來黃金寶的接班人！
衝向前！節能強心莫遲疑！

做早操，身體好！

1234、2234…活力早操不怕曬！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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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早操，身體好！

每年視藝科都會參加不少校外繪畫
比賽，以增加學生經驗，拓寬學生視
野。上學期同學參加了「2016-2017
年度健康新世代東區中小學海報設計
比賽」、「開開心心上學去填色比
賽」及「撲滅罪行橫額設計比賽」。

此外，我們會定期舉行「一人一
作品展覽」，除了讓同學互相觀摩，
亦可以讓每位學生都有展出作品的機
會。這次「一人一作品展覽」展出了
三年級同學的作品《俄羅斯城堡》，
作品色彩繽紛，同學色彩運用得宜。
同學們都十分期待下一級同學的作品
呢！

隨後，視藝科會舉行一連串活動，
例如聖誕帽設計比賽和聖誕油畫創作
比賽、每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覽花卉
繪畫比賽，以及觀賞「小學生視覺藝
術展覽」。

視 科藝
「一人一作品」展覽

《俄羅斯城堡》
三年級	吳雅欣

《俄羅斯城堡》
三年級	吳睿禧

撲滅罪行橫額設計比賽
六年級	冼韻晴

撲滅罪行橫額設計比賽
五年級	吳羽騫

開開心心上學去填色比賽
二年級	李梓俊

開開心心上學去填色比賽
一年級	古天朗

2016-2017年度健康新世代

東區中小學海報設計比賽

五年級	徐家怡(獲得優異獎) 2016-2017年度健康新世代東區中小學海報設計比賽六年級	盧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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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話通
今年本校共有三十位普通話大使。普通話大使負

責在校園內協助推廣普通話。每逢星期三是「普通話
日」，同學可以在小息時跟普通話大使交談。在「普通
話日」那天，同學可以參加「互動專區」的遊戲和欣賞
「午間電影」。在一年級推行的「夥伴計劃」中，同學
可以互相學習。此外，同學們還可以參加「順口溜創作
比賽」、「普通話問答比賽」等活動。想知道怎樣才可
以參加這些活動嗎？你就要繼續留意校園內的宣傳了！

	

「普通話日」的小息時段，
同學跟普通話大使交談。

同學們在「互動專區」排隊
玩遊戲，氣氛很熱鬧呢！

一年級的「夥伴計劃」，同學互相學習。

看！同學們很用心地學習普通話呢！

本校的三十位普通話大使。

我們的普通話大使隊長。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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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在各地發展得如火如荼，本校
電腦科亦已準備就緒，為同學們帶來精彩和
優質的課程。

首先，同學們會發現，電腦室更換了全
新的電腦，相信大家上網學習及運作軟件會
倍感流暢，而平板電腦亦已經完成訂購，下
學期便會投入服務，大家一定很期待老師帶
著幾十台iPad進入課室的一刻吧！

電腦科老師在上學期已指導高年級同學開立電子學習平台Edmodo戶口，方便各學科進
行網上互動，實踐全方位多媒體學習。

同學們亦積極參與多項活動，例如：《優秀網站選舉2016》活動，支持本地健康網站。
此外，我們又首次參加由CANON主辦的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加強學生環保意識。

還有，我們組成了資訊科技小精英隊伍，學習拍攝和採訪的技巧，預備為同學報導校園
有趣事件，敬請大家留意！

電 科腦

資訊科技小精英學習編寫報告。

開機拍攝，仿如一個小導演呢！

學習flash動畫，實現奧斯卡美夢的好開始。

環保生活新嘗試，請大家踴躍支持。

當值的小精英熱情開朗，
誠意打動你參與活動。

2017年的電腦室，煥然一新。

校外活動宣傳，廣受同學歡迎。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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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書中尋

為了推廣閱讀文化，營造閱讀風氣，本校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和比賽，增進學生的閱讀
興趣，並鼓勵他們善用圖書館的學習資源，培養自學精神，擴闊知識領域。

好書分享
學生定期於早讀時段向全校師生推介圖書。

早讀閱讀推廣
本年增設「閱讀快車」活動及「愛‧早讀」

比賽，鼓勵全校學生進行早讀，培養學生良

好的閱讀習慣。

齊來說故事
圖書館主任指導學生講故事技巧，
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及自信心。

圖書館大使培訓
圖書館大使透過圖書館服務，提升其服務精神及責任感。

留校使用圖書館
學校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於課後善用圖書館閱讀和温習。

幼稚園校園遊
圖書館主任向幼稚園家長、學生介紹圖書館設施及相關活動，讓閱讀文化滲透到社區中。

主題性閱讀
上學期舉辦了「萬聖節」主題閱讀書展，推廣閱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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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比賽得獎記錄

2016-2017校外學生比賽得獎記錄
機構 活動(比賽)名稱 殊榮 得獎學生

匯泉國際有限公司 道地2016年全港小學生
創意徵文比賽

優異獎 6D譚賀禧

東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2016-2017年度健康	
新世代東區中小學海報
設計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5E徐家怡

基督教宣道會富山堂
新生命福堂(青Zone)
基督教牛頭角潮人生
命堂(青少部)

Kub牌	–	
Rummikub大賽

小學組銅獎 5B盧怡心　5B龔思怡
5B鍾卓軒

北角官立小學運動日
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4x100米接力比賽 亞軍 6A侯珮詩　6A林容萱
6B楊媛棋　6D周希廷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
會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2016-2017)

小學高級組	
中文硬筆書法	
優異獎

5B盧怡心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6D周希廷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5E徐家怡

2016-2017校內學生比賽得獎記錄
活動(比賽)名稱 殊榮 得獎學生

中文科硬筆書法
比賽

(初小)冠軍 1D李宜霏
(初小)亞軍 1A馮凱婷
(初小)季軍 1D伍敏菲
(中小)冠軍 3A吳睿禧
(中小)亞軍 3A蔡晉曦
(中小)季軍 3A李樂心
(高小)冠軍 5B盧怡心
(高小)亞軍 6A文彥博
(高小)季軍 6B楊媛棋

English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2016

(Primary	1-2)Winner 2D	Sin	Man	Wai,	Agnes
(Primary	1-2)First	Runner-Up 1D	Ng	Man	Fei,	Miffy
(Primary	1-2)Second	Runner-Up 2B	Zhao	Yu	Ran,	Erin
(Primary	3-4)Winner 4A	Sin	Man	Hin,	Desmond
(Primary	3-4)First	Runner-Up 3B	Chan	Sum	In,	Sandra
(Primary	3-4)Second	Runner-Up 4D	Tam	Yi	Ching,	Jasmine
(Primary	5-6)Winner 6B	Yeung	Wun	Ki,	Sheilla
(Primary	5-6)First	Runner-Up 6A	Lam	Pak	Hei,	Carl
(Primary	5-6)Second	Runner-Up 6C	Kwok	Hiu	Ki,	N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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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訓勉

零九年畢業之時，我還是位十二歲孩童，對

夢想舉棋不定；現在我已成功入讀理大職業治療

學系，明年便二十歲了。這些年來，我曾任總領

袖生和學會幹事，亦被選為傑出學生，得到了不

少肯定，也把握了挑戰自我的機會。我感激中學

授予我知識，更感恩在愛官遇到一群重視品德培

育的良師。學弟、學妹，你們像幼苗一樣稚嫩，

成長時品行若稍有偏差，長大後便難以糾正。小

學老師永遠是最嚴厲，卻又最溫柔的。

知識為夢想打開一道道大門，或許你們還

未找到夢想，不用著急，我們會在成長中認識自

我。現在你們要繼續努力，珍惜每個進步的機

會，為未來的自己儲備通往夢想的鑰匙！

2009年畢業生

陳子羚

六年的光陰就像流水般流淌，轉眼間我

已成為了一個成熟懂事的中學生了。

回想起當年我在母校生活的點點滴滴，

真令我感到十分回味。快樂的笑容在校園裏

無處不在，有熱心的同學，也有細心照顧我

們的老師，彼此關愛，相處融洽。我非常感

謝每一位曾經敎導我，伴我成長的老師，以

及跟我互勵互勉的同學，令我從一個幼稚天

真的小孩栽培成處事認真、盡責的少年。我

會繼續努力學習，希望長大後投入社會，實

現自己的夢想，絕不會辜負你們的期望。各

位學弟、學妹，你們也要用心學習，為實現

自己的夢想而努力啊！

2016年畢業生 

陳仕權

我是2016年度畢業生胡雨荷。不經不覺我已離
開母校，踏上中學的生活了。中學的生活真的讓我感
受良多，除了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等科目外，我
更修讀Integrated Science, Integrated Humanities, Design & 
Technology, Visual Arts等有趣的科目。在新的校園裏，我
認識到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他們有著不同的文化
背景，讓我學會以不同的方式及語言溝通。此外，學校
更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鼓勵我參加各式各樣的課外活
動，藉此拓展我各方面的能力。通過每年的寄宿特訓，
使我培養獨立的個性及自律的生活習慣。在感受這些新
鮮又富挑戰的新事物的同時，亦令我回想起在小學裡的
時光。那時候，每當我們遇到困難，師長們總是從旁指
導，並給予支持及鼓勵，使我茁壯成長，為將來的學習
打好基礎。在此，多謝母校對我的悉心培育，讓我能夠
順利地踏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2016年畢業生
胡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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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訓勉

大家好，我是馬廣劦，現就讀於皇仁書院。時光飛
逝，轉眼間離開母校已經四年多了。

當執筆之時，腦海呈現一幕又一幕的小學校園的
生活片段：有開心快樂的時刻，也有受挫時的煩惱。然
而，在「愛官」這大家庭裏，開心時有老師、同學一起
笑; 煩惱時，老師和同學的關懷、協助，又能讓我坦然
面對、輕鬆解決。六年「愛官」的生活，老師悉心教導
和無限包容，令我在人生和知識層面不斷地健康成長，
爲中學的學習生活奠定了扎實的根基。現在，我已成為
一位獨立、自信的中五學生了。       

四年多前，我帶着知識的寶箱和滿滿的祝福，離開
了母校，進入了理想的中學。而每次回到「愛官」，我
感到校長、副校長和每位老師依然親切，就像回到了久
違的家，「愛官」－我永遠惦記的地方。

2012年畢業生 
馬廣劦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已和母校闊別兩年多，也
許是當年大家對我的關懷和包容，每次經過母校時，總會回憶
起昔日與大家共渡的溫馨時光。 

對我而言，這兒滿載的不只是兒時與同伴的歡鬧聲，還有
的是老師的勸勉和金石良言。要感激老師當年對我的包容和指
導，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表達。您們當初對我那般的悉心，就像
養分，滋養了那時仍是一棵初萌芽的幼苗，為我天真爛漫的童
年點綴了色彩，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很榮幸能藉此再向老師們表達謝意。記得剛升上中一
時，多少難免也會對新環境有些不適應，但老師臨別時對我的
勉勵和支持，猶如強心針，使我能勇敢面對並闖過難關。相信應屆畢業生與兩年前的我一樣對母校不捨，同樣期
待和擔憂中學生活，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深信大家
一定能秉承校訓「敬、遜、思、敏」的精神，成功克服重重障
礙。

最後，祝願母校校譽日隆，師弟妹能展翅高飛。

2014年畢業生 
吳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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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寄語、家長委員心聲

大家好！本人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年能成為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主席。今屆家教會家長
委員選舉得到家長們踴躍參與，證明大家都十分關心自己的子女在學校中的發展。我和新一屆
的幹事將全力以赴，成為家長和師生間良好的溝通橋樑，支援學校提升教育質素。

感激大家多年來一直支持本會，才令會務得以順利推行。剛剛家教會舉辦的舊書及校
服回收活動，十分多謝大家的積極參與。收到的圖書已分配到各班，豐富了學生們的閱讀材
料，增加他們閱讀的興趣，他們亦同時學習到分享的樂趣。而校服亦已完成分類，當收到的校服達到
一定的數量，本會便安排「領取校服」活動，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本年度我與各家教會委員將合力籌備和推展各項不同類型的活動，我們堅守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希望家長能
繼續支持和參與本會的活動。家教會是一個大家分享心得及互勵互勉的平台，大家寶貴的意見，使我們可以改善
不足之處，令小朋友能在學校中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最後，多謝校長，老師們熱心的幫助以及一群默默耕耘的義工家長們，全靠大家無私付出才能充份發揮家校
合作的精神。

家教會主席黃志君女士(6B李國熙, 2D李國耀家長)

大家好,我是第十七屆家教會
的委員陳潔瑩。今年很高興能加入
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與一群
關心學生成長的家長並肩努力。
我相信學校與家長只要有良好的
溝通，讓家長增進在管教、親子溝通、子女學
習、心靈成長及家長個人成長等知識，以幫助孩子愉
快成長及建立他們積極正面樂觀的人生觀。

家長委員陳潔瑩女士
(1B 黃富翹家長)

我很榮幸成為家長教師會第
十七屆會員，非常感謝大家對本人
的支持！本人承諾會積極參與學校
及家教會舉辦的活動，進一步為學
校及家長擔任溝通的橋樑，繼續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協助學校培養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的良好發展，使學生在健康快樂的環境
下成長。

家長委員覃大欣女士
(6A 文彥博家長)

多謝大家的支持，使我有幸
能夠成為今屆家教會委員之一。

作為小一家長，我希望透過協辦學校活動及參與
義工服務，能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以配合學校的
發展政策，同時亦希望小朋友能培養出解難及自學的
能力，並增強自信心。在享受校園生活之同時，能為
未來作最好的準備。

家長委員楊嘉廸女士
(1C 鄭栢燊家長)

家校心連心，關愛滿一生。這
句話由學校和主席推薦報讀家長教
師會幹事培訓課程學會的。今年本
人已是第三年參加家教會事務，並委任為秘書一職。
本人定會繼續促進家長、教師及校方間之聯繫，成為
家庭與學校溝通的有效橋樑。本人會推廣各項活動，
鼓勵家長與教師交流管教子女心得及經驗，共策教子
良方，攜手扶助孩子健康成長。

家長委員潘翼翔先生
(3E 潘芊男家長)

大家好，我是	2C班郭梓鍵的家長，
我是一位家庭主婦。

感謝各位家長的信任和支持，讓本人再次擔任今
屆的家長委員。踏入第二年，本人與各位委員已建立
了寶貴的友誼，在籌備各個活動中，更見默契。我不
單可以了解家教會的運作，更讓我深深體會到團體精
神，看見老師和委員的真誠合作，無私的付出，十分
感動。我會繼續促進家校合作，為孩子的成長出一分
力。

家長委員蔡麗芳女士
(2C郭梓鍵家長)

我是六德班學生黎兆麟家長黎
志權，歷年來我在家長教師會出任學
術工作，亦曾經參加評審校車、校
服、書簿等之招標工作事宜，與學校
緊密合作，成為在學校、學生和家長 三方之間的橋
樑。明年小兒就畢業升中了，希望籍這幾年在家教會
之經驗，得使「愛官」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有美好發展，健康成長。

家長委員黎志權先生
(6A 黎兆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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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林海晴，是1D班蔡
殷和3B班蔡璿的媽媽，過去兩年都是
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很高興今年可以
繼續為各位同學、各位家長服務。

能夠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感到很高興。本
人在家教會中的職務是司庫和負責有關校服的事宜，
有關校服的事項歡迎家長們向我反映，本人定必擔任
良好橋樑的角色，為大家傳遞聲音。

家長委員林海晴女士
(1D蔡殷/3B蔡璿家長)

本人加入家教會數月，從會議及委員之間的溝通
中，我對學校的校務運作，有了更多的認識。最令我
深刻感受的是校長及老師們一起努力創造一個優質的
學習環境。新一年家教會的的活動將陸續舉行，希望
能透過這些活動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促進家長對子
女學校生活之了解，幫助學生品德和學業方面健康地
成長。我相信憑著今屆委員的衷誠合作，加上過往的
經驗和透過各位家長積極的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定會
更成功。

候補家長委員鄺綺微女士
(1A何承軒家長)

在學校，老師是孩子們全面發展的引路人；在校外，父母則是孩子們品德操行提升的指導者。
孩子成長的過程也是我們家長學習和進步的過程。很榮幸能加入學校家教會，與學校保持更直接的
溝通和深入的交流，並通過自己對學校各項活動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讓孩子們更懂得珍惜學校生
活，更愛這個大家庭！

候補家長委員唐小麗女士(1D蔡瑋家長)

認識「愛官」這所千禧小學是近兩年的事。當時為孩子升讀小一事宜，出席三間學校所安排的
簡介講座，發現會場有不少義工家長手舉指示牌，甚至充當「導遊」等，其投入程度和動員能力都
給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正好讓自己下定決心，將來也要多加效法。

隨後小兒成功入讀本校，抱著學習態度，參選第十七屆的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結果得到家長
及老師投票支持，有幸成為其中一位家長委員，真是有些喜出望外！非常感謝大家給予的機會！

選舉至今，轉眼已經滿月，但如何做好這份「工」，為愛官這個家校團隊貢獻多一點呢？我這
個新丁仍在尋找合適的答案。相信在未來數年，與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們相處、溝通和合作，定
會獲益良多。

候補家長委員唐日昌先生(1B唐啓邦家長)

家長講座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上，本會有幸邀請了著名廣播節目主持人麥
潤壽先生來主持講題為「你讚、我讚、大家讚」的講座，家長們
都踴躍參與。

麥先生以幽默的形式，深入淺出地講述「讚」的技巧。他提醒
家長要先從子女的角度考慮；家長則應從小建立孩子的成長模式，
教導孩子們有責任感；家長亦要與子女多溝通，而且要互相控制情
緒。雖然有部份家長已知道不少有關管教的理論，但實行起來有一
定的困難，但麥潤壽先生舉出多個具體的例子，令我們更明白如何
落實教導子女們的方法。

這次講座真的獲益良多，家長們學習到一些與孩子們溝通的
好方法，從而令大家可以在更和諧和更溫馨的環境下愉快地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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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校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
五)順利舉行。會員大會當天，家長們都抽空出席，場面既熱鬧又温馨。

大會開始時，崔家祥校長致歡迎辭及致送感謝狀予各卸任委員。接着
由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志君女士總結會務及致謝辭。隨後就由司
庫林海晴女士報告財政狀況，以及黎志權先生簡介家長義工的工作。為
了感謝及表揚家長義工對學校的貢獻，學校藉此機會頒發嘉許狀予各家
長義工，以表謝意。最後，便是會員大會最重要的時刻	─	選舉新一屆家
長委員。本屆共有十四位家長參與家長委員選舉，在選擇過程中，家長
們都細心聆聽由司儀為候選人介紹的政綱，希望選出合適的候選人擔任
家長委員一職。經點票後，新一屆的家長委員順利誕生。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榮譽顧問 崔家祥校長、鄧中維先生
主  席 黃志君女士
副主席 鄧志強副校長
秘  書 林凱珊老師、潘翼翔先生
司  庫 何佩珊副校長、林海晴女士
出  版 林曼燕主任、覃大欣女士
學  術 陳潔瑩主任、黎志權先生
康  樂 張素清主任、蔡麗芳女士
公  關 余詠莉老師、陳潔瑩女士
總  務 陳燕珍主任、楊嘉廸女士
候補委員 鄺綺微女士、唐日昌先生、唐小麗女士
義務核數 諸教倩女士

為了表示謝意，崔校長致送
感謝狀予各卸任委員。

各位家長義工，謝謝您們對
學校的貢獻！

獲得「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獎項
的同學們，你們要繼續加油啊！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順利誕生了，讓我們連同已榮休的張俊珊校長一齊大合照吧！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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