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賓、校友及家長濟濟一堂，
共賀禮堂空調系統啟用

  學校禮堂空調啟用禮暨
親子繽紛嘉年華已於12月

5日順利舉

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前教
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太平

紳士及將軍

澳官立小學葉韻婷校長蒞臨
主禮。當天各嘉賓、家長及

校友濟濟一

堂，禮堂座無虛席，共賀禮
堂空調系統啟用。

  學校今次禮堂空調系統
能成功籌建，實有賴全體師

生、家長及

校友齊心協力，慷慨解囊，
當中更得到「香港妙吉祥學

會」捐贈所

需的冷氣機，在大家群策群
力下，禮堂空調系統才可以

在短短一年

時間內成功籌建，為學生創
建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啟用禮當天，學校舉行
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揭幕儀

式，象徵禮

堂空調系統正式啟用。接著
精彩的表演一浪接一浪，各

個表演隊伍

早已準備就緒，包括中樂團
、中國民族舞、醒獅隊、合

唱團、話劇

組及跆拳道組在簇新的舞台
上，施展渾身解數，上演一

幕又一幕精

彩的表演，贏得全場觀眾的
掌聲。年紀輕輕的小司儀表

現出眾，揮

灑自如，令人眼前一亮。

  此外，為增添活動氣氛
，本年度學校更首次與筲箕

灣循道衛理

幼稚園合辦親子繽紛嘉年華
，安排多個攤位遊戲，內容

豐富，吸引

了不少家長及幼稚園生專誠
蒞臨本校，在操場及活動室

均擠滿了參

與不同攤位活動的家長及學
生，歡笑聲不絕於耳，氣氛

既熱鬧又

馨。最後，學校禮堂空調啟
用禮暨親子繽紛嘉年華在愉

快而輕鬆的

氣氛下圓滿結束。

小司儀

戲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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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獅隊

中國民族舞

校 訊

綜藝表演

學校禮堂空調啟用禮 啟啟啟啟啟啟啟
親子繽紛嘉年華暨

禮堂空調系統啟用揭幕儀式

前教育局副秘書長
葉曾翠卿太平紳士
致辭

余志賢校長致歡迎辭

豐富多彩的攤位遊戲

攤位遊戲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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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老師及社工都積極投入，既愉快又充實的遊學團。

  本校一直致力提倡環保及提升學生學習科技的興趣，為

此今年學校特別為所有五年級學生安排了「同根同心  惠

州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兩天遊學團」，使嚴肅的「環保及

科技」主題即時變得生動有趣。

  余校長、六位老師及兩位社工在11月13日至14日帶領

約六十位五年級學生踏上「環保科技」之旅。短短的兩天活

動，學生參觀了「深圳八景」之首的惠州「大鵬古城」、提

升居民生活素質的綠化帶「大亞灣石油化工業區」、全球大

陸架上唯一的「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具有江水淨化設

施的惠州西湖，以及了解現代數碼產業的惠州科技館。遊學

團行程緊密，內容豐富，令師生獲益良多，加深了大家對國

家環保科技政策的認識。

學 習 絮花

老師教導同學使用
不同的酒店設備。

師生開開心心地出發

惠州西湖留倩影

「同心同根」
環保及科技之旅

同學專心地聆聽導遊介紹
不同景點的特色及歷史

「同心同根」
環保及科技之旅

我們參觀了惠州保護綠海龜的基地

吃飯時，同學互相照顧。

在酒店演習一次
火警的逃生路線

同學互相討論，認真尋找
答案，完成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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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給我的感覺是一個乾淨的城市，街上沒有人隨意
扔垃圾，空氣也十分清新。惠州不僅是一個乾淨的城市，
也是一個很著重環保和保育的城市。
  這次交流團我們到過惠東港口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這讓我深深了解到海龜為甚麼會面臨絕種。由於人類
大量捕殺和挖取龜卵，才會導致如斯局面，這讓我反思到

保護海龜的重要，更喚起我對保護瀕危
絕種生物的意識。盼望人類都能愛護瀕
危絕種生物，停止捕殺牠們，給予牠們
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5C 蔣心悅同學

  這次遊學團無論是在食宿或是在學習方面，學生都
得到「五星級」的收獲。
  學生除了參觀文化名勝古跡及探索科技發展，還有機
會接觸綠海龜。學生藉著親身體會和交流，不但明白保
護生態平衡的重要性，而且深入了解科技對保護環境的影

響，並啟發學生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思
考，這些都可以從他們所寫的感想中反
映出來。我相信在他們的腦海中已播下
了環保的種子，將來必定會發芽生根，
開花結果。

王偉真老師

  兩天一夜的交流團已經完結，我覺得這是一次豐富的
學習旅程。我學習到大鵬古城的歷史、認識到大亞灣石油
化學工業區的設施，也體會到海龜生存所面對的威脅，但
當我看到惠州西湖的「清」，又對海龜的生存前景重拾信

心。此外，這也是一次讓我學習自理
的好機會，我懂得整理及執拾個人物
品，也懂得幫忙收拾碗筷，亦懂得大
家要互相照顧，我跟同學的感情也變
得更深厚了。

5A 林科偉同學

  這次的行程相當豐富，在短短的兩天時間裏，我認
識到惠州的歷史與現代化設備。行程中，導遊詳細的講

解讓我反省人類的自私行為對大自然
所造成的破壞。通過這次的遊歷，令
我內心的環保意識被喚醒了。此外，
這次旅程也增加了我對祖國的認識和
歸屬感。

5A 吳群立同學

我手寫我感

  在惠州的交流團中，我了解到當地的文化遺產、鴉片
戰爭的歷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節約能源和廢物處

理方法等。我也了解到愛護動物和保育
環境對海龜的重要。除此以外，我還認
識引清工程和新科技的發展，真是獲益
良多啊！

5B 陳柏全同學

惠州科技館，我們來了！

  在這次遊學歷程中，我認識到中國的歷史古跡和文
化，各種由石油加工製成的產品，還明白到保護生態平衡
的重要。至於遊歷西湖則令我學會了粵港兩地所面對的水

質問題及解決問題的相應措施。最重
要是讓我體會到科技發展對節約能源
和保護環境的重要，這些都令我增廣
不少見聞，絕對是一次難得的體驗。

5B 楊祉隆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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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要孩子自主學習，必先從課堂入手，要令課堂「動」

起來。我們致力為學生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他們成為課堂的

主人，主動參與課堂活動，用課前預習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用小組

交流討論培養學生合作的能力，用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進行

師生互動。簡而言之，就是使學生嘗到學習的樂趣。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從「趣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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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了提升學習的互動性，

並加強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本校在12月18日為六年

級學生舉行了「電子學習戶外定向遊蹤」活動，讓學生

跳出課室，甚至走出校園，以資訊科技促進自主學習。

原來學習不只局限於課室，走出校園，讓我們探索更多。

今天的遊蹤活動，加深了我
們對筲箕灣古廟的認識。

中文科

  為了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各科以自學元素

為軸心，配以多元化的

活動，提供思考機會予

學生，使他們認識更多

課外知識及有趣事物。

電腦腦腦
科

e學習˙戶外遊蹤

學生的自學園地

同學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遊蹤活動

英文科

常識科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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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也是一切學習的

基礎。一個人的閱讀能力與未來的學習成

就有密切關係，閱讀經驗越豐富，閱讀能

力越高，越有利於各方面的學習。閱讀的

效果，是需要點滴累積的，所以要把閱讀

培養成一種習慣，才能提升教育效能。閱

讀不是自然成熟的能力，而是人為介入後

的結果，必須靠後天刻意的安排，從小培

養孩子有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因此，我

校積極推動閱讀，本年度舉辦了多項閱

讀活動，當中包括：「校內閱讀獎勵計

劃」、「閱讀好時光」、「閱讀壁報」、

「十本好讀」、「至Top班級借書龍虎

榜」、「全校個人借書量星級獎」、「專

題閱讀」、「閱讀暑期天」⋯⋯此外，

更增設了「好書大家讀」、「最紅星期

五」、「好書齊分享」及「相約星期四」

（故事姨姨特工隊）和家長教育閱讀講

座，期望有系統地協助學生把閱讀用作建

構知識的工具，使閱讀、

學習與生活連成一體，最

終能夠「從閱讀中學習」

邁向「自主學習」。

  本校於2015年10月10日（星期六）舉辦家長教育講座，講題是「透過閱

讀提升學習效能」。家長透過講者孫慧玲女士的寶貴經驗分享，因而認識到閱

讀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她更向家長提供如何在家庭中建立閱讀文化及怎樣從

閱讀中提升子女學習效能的技巧。出席的家長紛紛表示獲益良多，終身受用。

家長、學生與作家來張大合照。

「最紅星期五」

「相約星期四」
（故事姨姨特工隊）

閱讀「越」識「悅」Fun Fun

家長教育閱讀講座

孫女士為每位愛書人寫下祝福語 講者娓娓道來，家長聚精會神地聆聽。

「好書大家讀」

選購由學生推薦的圖書，可以
提升他們的自學動機。

星期五又來了，學生借閱圖書的數量可增加兩倍啊！

故事姨姨為學生講故事閱讀多樂趣，你我齊分享！

「好書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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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戲劇組為學生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發揮讀書以

外的才能。戲劇組由資深的舞台劇演員擔任導師，通過遊

戲、即興練習、情境排練等方式，教導學生基本的戲劇知

識和技巧，從而啟發他們的創造力。透過不同類型的表

演，有效提升學生的形體表達能力，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joined “Kids Read” 
which is a reading for pleasure programme run by 
the Brit ish Council and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HSBC.  Th is  p rogramme is  cur ren t ly  runn ing  in 
seve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namely Hong Kong, 
Bangladesh, Indonesia, Malaysia, Taiwan,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our  schoo l ,  th is  read ing programme wi l l 
mainly be used to complement, extend and enrich 
the reading lessons of P.1 and P.2. Some selected 
classes or target students of other class levels will 

also be benefited from the reading activities of this 
programme.

  Under the programm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for 
our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will b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year, namely a teacher ’s workshop 
familiarizing our teachers with the programme, the 
“Kids Read” Hong Kong Launch Ceremony, the “Kids 
Read” Mini-launch in our school and the joint-school 
“Kids Read” Community Event for both students and 
parents, etc. 

The“Kids Read”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for our 
teachers

The“Kids Read”Hong Kong Launch 
Ceremony at British CouncilThe“Kids Read”Mini-launch in our school

透過情境排練，導師教導同學
基本的戲劇知識。  

彩排時，同學都表現得非常認真、投入。 戲劇組組員代表全體師生向

各界人士表達謝意。

同學極具演戲潛質，大

有機會成為明日之星。

彩排時，同學都表現得非常認真、投入。

Kids Read Project

中文戲劇組

曲韋：戰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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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年筲小成功申請教育局校本數學科支援計劃，並於本學年在四年級推行。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羅

漢輝先生領導一個由任教四年級數學科老師所組成的課研小組，工作包括：進行定期而密集的備課會議、擬定

能夠協助學生建構概念的工作紙、訂立促進學習的評估等。每次備課會議，小組成員都會就各個課題進行深入

分析，除了疏理本科知識外，亦會就那些課題的已有知識、基本數學概念和學與教難點三方面進行探究，並根

據討論結果擬定有助學生學習的工作紙。這些工作紙皆具有課堂探究、學生自學、發現概念或促進學習評估的

效能。小組成員亦會就已完成教學的課題進行檢討，從學生在工作紙和單元評估的表現來檢視學與教的成效。

此外，小組成員亦會舉辦校本分享會，與其他老師分享經驗和心得。

課研小組的課研工作有助增進
教師的本科知識，釐清謬誤，
大大提升教學效能。

課研小組擬定的工作紙多以建
構學生的數學概念為主，且由
科任老師親自設計，由於能兼
顧本校學生的能力，因此在運
用時特別得心應手。

老師在教學時，會先要我們做
工作紙。透過老師的講解及小
組探究活動，我們逐步發現數
學規律、法則和概念。這些工
作紙有助我們學習。

校本支援，專業討論。
驗證反思，不斷求進。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羅漢輝先生

4B 吳海盈、張文軒

鄒頌紹老師、韓海霞老師
李柏麟主任、楊莉莉老師

  本年度常識科參加

了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促進實踐社羣以優化

小班教學」的支援計

劃，透過專業培訓、共

同備課、觀課、評課等

活動，為三年級學生設

計「電子學習」活動，

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

課研探究尋新貌  校本支援促成效
教育局校本數學科支援計劃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促進實踐社羣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8



  本校於2015年10月8日（星期四）舉行「音樂小天才，你我做得到！」天才表演節目，以提升學生對音樂

的興趣，讓學生盡展音樂潛能。活動能給予學生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又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音樂科活動

同學的精彩演出，贏得老師和同學熱烈的掌聲！ 同學以大提琴獨奏演出，多神氣啊！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ABRSM)的樂師於2015年10月12日（星期一）到本校進行音樂分享會，

向同學介紹不同的歌曲、音樂家和樂器，並跟同學進行有趣的音樂遊戲，還和同學一起唱歌，

以音樂與眾同樂。音樂分享會提高了同學對音樂的認識，亦提升學生對學習樂器的興趣。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ABRSM）音樂分享會

大家都得到可愛的紀念品

合唱團唱出多首經典聖誕歌曲
多麼難忘的魔術表演

同學陶醉於悠揚悅耳的樂曲中

「音樂小天才，你我做得到！」天才表演節目

  聖誕聯歡會於12月21日舉行。

當日節目非常豐富，除了聖誕聯

歡，還有合唱團、魔術、中樂等表

演。為了增添節目氣氛，學生不但

穿著色彩繽紛的服飾，而且準備了

美味的派對食物。此外，家教會亦

贊助了不少禮物，令大抽獎環節更

加緊張刺激。大家都度過了一個既

難忘又快樂的上午。

齊來聽聽長號的美妙音色

恭喜各班得獎的幸運兒
笛子演奏讓我們感受到另一種聖誕氣氛

聖誕聯歡會

同學用鼓樂聲來提醒
大家聖誕已經來臨 9



第一次打網球，
似模似樣呢！

感謝家長義工的協助，同學
才得到更貼身的照顧。

歷奇活動，既驚險又刺激。

充滿童真的孩子，玩得多投入。

我會成為未來的射箭選手嗎？
全情投入，向目標進發。

老師和學生打成一片，
氣氛融洽。

在戶外野餐，
特別滋味啊！

與老師一起分享
食物，師生關係
多融洽。

蜘蛛俠呀！原來是

我們的同學。

旅行，就是輕輕鬆鬆玩玩吧！

我像個專業的

滾軸溜冰運動

員嗎？

  2015年10月16日是學校旅行日，校長及全體老師帶領學生一同到曹公潭戶

外康樂中心旅行。是日天朗氣清，鳥語花香，大自然的優美環境讓學生心曠神

怡。學生有機會參與各項室內及戶外的康樂活動，豐富了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亦增加了師生彼此間的感情及培養學生合群的精神。是次活動，亦有家長義工參與，加強了家長與老師的溝

通，有效建立健康、和諧的校園生活。

學校旅行
外康樂中心旅行。是日天朗氣清，鳥語花香，大自然的優美環境讓學生心曠神

亦增加了師生彼此間的感情及培養學生合群的精神。是次活動，亦有家長義工參與，加強了家長與老師的溝

10



  本年度共開辦了三十二組不同的課外活動，活動涵蓋

音樂、 體藝、學術、益智遊戲、服務及德育成長等。學校

根據學生的意願安排合適的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發

展機會，並讓他們實踐不同的學習經驗，促進全人發展。

趣智紙模型
手指畫及歷奇遊戲

創意小玩意 烹飪Fun Fun Fun

閱讀達人樂繽紛

遊戲Fun Fun Fun

藝術大使

愛心義工隊

立體模型製作

羊毛氈手作班 滿分電腦學堂

動感普通話天地Sing and Dance

十字繡
中國剪紙

創意機械人工作室

幼童軍

English Stars

中樂團

足球班

合唱團 獅藝

青蔥校園民歌結他小組

週五開心學習日

一至二年級（循環組）活動項目

醒目小畫家

三至六年級（循環組）活動項目

三至六年級（固定組）活動項目

聽故事學摺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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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箏班

藝術體操班

中國民族舞

跆拳道班

油畫班

小提琴班

笛子班

圍棋班

油畫班油畫班

圍棋班圍棋班 小小魔術家班

書畫班

鼓樂班

電腦班

乒乓球班

  為了擴闊學生視野，豐富他們的人生，本校與不同

機構合作，在課餘時間提供各類型的興趣班，讓學生發

掘自己的興趣及專長，開拓多姿多彩的餘暇生活。

資訊科技智能訓練

藝術訓練 舞蹈

體能訓練

音樂

課餘興趣班

12



  為了給予學生學習多元化體藝的機會，

本學年的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開辦了「多

元化體藝小組」，為同學在課後時段，提供

音樂、藝術及體育方面的課程。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區本計劃  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協辦了學習加油站。本計劃主要為同

學提供功課輔導及學習支援，放學後讓導師指導他們完成課業。另外，本計劃還開設了「小小科

學探索家」班及「中國武術」班，豐富同學的課餘生活。

區本計劃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學習加油站」  同學遇到
功課上的疑難會請教導師，並
用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小小科學探索家」班  同學
從理論到實踐，透過實物操作，
探索科學知識。

「中國武術」班  同學跟從導
師的指令，擺出不同的功架，從
中學習紀律，並藉此強身健體。

「陶笛」班  導師耐心地
教導同學如何吹奏陶笛。

「立體裝置藝術」班  同學選
取自己喜歡的顏色紙袋，製作生
動有趣的紙袋玩偶，包括不同的
動物造型、惡魔和怪獸等。

「小小藝術家」班  同學
利用不同的材料，製作不同
的心形手工藝。

「花式跳繩」班  大家
一起揮動拍子繩，一齊跟
着拍子跳動。

「小結他」班  同學先上小結他
理論課，然後學習閱讀樂譜上的音
符，最後用心彈奏美妙的樂曲。

本學年的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開辦了「多

元化體藝小組」，為同學在課後時段，提供

音樂、藝術及體育方面的課程。

「籃球」班  各籃球隊員
努力地練習運球、控球及投
籃技巧。 13



  學校為協助一年級新生盡快適應及投入校園生活，特

意安排了跨班別的小一適應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學生不

但能認識新朋友，同時亦能從遊戲中愉快學習。讓一年級

新生感受到校園溫馨快樂的一面。

小 一

體  驗  日

  本校於8月22日（星期六）舉行了小一體驗日，旨在進

一步向小一新生家長介紹本校課程、校務概況、學校日常

運作及向家長提供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的方法。當天，

學校亦為小一新生安排了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同學互相認

識，為迎接新的學習歷程作好準備。

小 一

迎  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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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計劃讓我學會如何做一個朋輩

調解員。小組導師教導我調解員的角色

身份及處理衝突的技巧。我會努力做一

個盡責的調解員，協助同學解決衝突，

令校園變得更和諧、更美好！

6A 刑靜雯 

  我擔任「和諧之星」後，學會調

解朋輩之間的紛爭、和別人和諧相處

的態度及正確處理自己情緒的方法。

我希望能促進同學之間的關係，使大

家更融洽相處。

5A 何樂姿 

  本校從今個學年開始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此計劃主要對象為四年級學生，透過連續三年的小組及主題活動，協助

學生建立樂觀的做人態度、增強對家庭和學校的歸屬感及提升與人正面溝通和合作的技巧，從而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正面

面對成長的挑戰。除學生的參與外，老師及家長的支持也相當重要，因此計劃的內容也包括老師及家長的參與，以陪伴及見

證學生的成長。

學生在家長及老師的見證下，承諾
會積極參與活動，勇敢面對挑戰！

在小組訓練中，學生將會體驗成長
的挑戰，以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

透過體驗活動及分享，讓家長明白孩子
建立歸屬感的重要性，鼓勵家長與孩子
一同正面面對逆境。

同學十分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並積極投入參與活動。

  透過「成長的天空」計劃，我學

會了即使遇上困境也用樂觀的態度面

對，不會退縮。有時候面對難題會很

擔憂，但在家長和老師的支持及鼓勵

下，我學習到如何面對挑戰！

4A 歐陽智媛

  「成長的天空」計劃中有很多不同

的活動，我們除了玩遊戲外，還在當中

學會如何與人溝通和合作。我明白到做

事不能衝動，如遇上困難可與家長、老

師和同學商討，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4B 李逸晞

  為促進校園和諧相處的氣氛，學校於本年度推行「和諧之星」計劃，讓學生學會調解及處理衝突的技巧，然後在班中擔

當協助調解和解決衝突的角色。在學期初，「和諧之星」更有幸參與「恆生  家福青少年調解計劃」，由具有豐富調解經

驗的社工在小組中教授他們各種有效的調解方法。

 小組透過角色扮演及小
遊戲來讓同學學習處理
情緒及調解紛爭的方法

經過「和諧之星」的
一番努力後，同學終
於和好如初了。

兩 位 同 學 發 生 衝
突，「和諧之星」
努力作出調解。

成長的天空

迎新啟動禮 輔助小組 優質家長工作坊

學校實踐家福朋輩調解小組

和諧之星

學生心聲

學生心聲

同 學 努 力 學 習
「調解五步曲」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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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享用豐富的食物

校友在操場內進行閃避球友誼賽，一展身手。

母校的小舞台，見證着
一段段珍貴的情誼。

黎錫鏗校長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仍
情繫母校，鼎力支持校友會活動，細
說當年。兩代校長暢談今昔，共同見
證學校的蛻變。校長、老師與校友合照留念

榮譽會長： 陳作耘醫生

榮譽會務顧問： 劉興華先生

主席： 余志明先生

副主席： 李子樹先生

司庫： 王孝成先生

秘書： 謝思敏小姐

康樂： 陳鳳如女士

 陸譽基先生

總務： 黃 榮先生

聯絡： 香麗雅小姐

執行幹事： 劉妙蓮女士

 李嘉欣小姐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暨學校管

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已於2015年

10月9日（星期五）順利完成。大會

除了進行會務及財政報告外，亦公

佈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的結果。當日家長踴躍參與活動，

場面熱鬧。

  2015-2016年度校友會會

員大會暨第五屆幹事會委員會

選舉在11月27日（星期五）舉

行。當天歷屆校友於百忙中抽

空，在母校聚首一堂，與校長

及老師分享以往的生活點滴，

師生更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閃避

球比賽，令校園洋溢着一片溫

馨愉快之情。

校友把握跟老
師合照的機會

剛畢業的六年級舊生又再有機會與班主任共聚暢談。

家長教師會

2015-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第五屆校友會幹事委員會名單

顧問： 余志賢校長

主席： 王惠芬女士

副主席： 杜佩儀副校長

秘書： 張嘉燕女士、何家寶主任

司庫： 劉小梅女士、余鳳英老師

聯絡： 朱再仙女士、李柏麟主任

康樂： 陳桂貞女士、韓海霞老師

總務： 蔡詩求女士

家教會主席王惠芬女士致詞

司庫陳懿德女士匯報
家教會的財務狀況

余校長致詞感謝家長教師會
一直以來的支持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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