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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的 話 家校齊同心  喜樂滿校園 
姜姵如女士

兩年又兩年，時光飛逝，不經不覺，今年已來到我加入家教會的尾聲了(第

四年)！

回想當初，白紙一張，我既想做好執委的使命，又怕做得不好，亦真的不知

如何做起！接下來是邊學邊做，一邊是多聽取家長們的意見，與學校適時適度的

溝通 ; 另一邊廂，對學校的運作，決策和方向也能夠有更多了解的機會，從而更

加明白當中的取捨和平衡。

在我未加入家教會之前，從

未想過一個看似簡單的決定，原

來背後考慮起來是挺複雜和程序也挺多的呢！所以，在此也鼓勵各位家長多參與

家教會會務。家長們的意見，絕對有助於建立更好的家校合作關係。經過了四年

的歷練，處事成熟了很多，日後，也會將自己累積到的一些小小心得分享給執委

們繼續推動家教會。

最後，多謝各位家長四年以來的信任，支持和互勉 ; 亦多謝學校開放地聽取

家教會所反映的意見，做到家校協作。

希望大家日後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再一次謝謝大家！

家教會資助購置多功能防飛沫擋板
家教會資助購置多功能防飛沫擋板，讓同學在小息時使用防飛沫

擋板，安心享用小食，加強保障健康。

家長教師會本學期贊助親子活動，舉辦了由煤氣烹飪中心及菜姨

姨合辦的【閱讀下午茶】活動，讓同學學習珍惜食物，知足惜福，從

而培養他們感恩和謙卑的心。活動中家長及小朋友都十分專心聆聽菜

姨姨講故事及與Sally老師一起製作甜橙果凍。活動後更一起享用自己

製作的成果，家長及同學均十分享受這次活動。

我們派發繪本及食
物材料，預備親子
下午茶活動

一家假日樂悠悠

長大了！終於畢業了！

夏日炎炎，雪糕不可少

難得假日親子樂

大家都穿上圍裙，拿出繪本，
準備聽菜姨姨分享繪本及
SALLY姐姐教我們製作甜品

我們準備好材料，留心聽
Meddy老師教我們製作的美
味甜品，我們要學習珍惜食
物呀

親子活動— 【閱讀下午茶】

一年級同學年紀小小，但
十分熟習使用防飛沫檔
板，在小息時享用小食！ 一年級同學享用小食後，懂

得自行清理檔板，收拾妥當

二年級同學也十分熟習
使用檔板享用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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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關係，家長愛心隊今年減少了到校協助活

動，遇有機會，她們都踴躍報名參加，希望能幫忙

令活動順利進行，見到她們對同學的關懷及投入活

動之中，家長教師會藉此送上小禮物及感謝狀，以

表謝意，希望很快能夠再一次見到更多的愛心隊隊

員來校協助活動呢！

家長義工細心地協助及

安撫小一同學注射疫苗

完成協助小一注射疫苗，
拍一張大合照

校長感謝家長義工的幫忙，送上感謝狀及小禮物

家長愛心隊                      

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鄭嘉茵女士、李燕芬主任



二年級

20-21 年度積極學習獎得獎名單 
1A 陳恩澄 陳彥傑 羅僖信 吳芍瑩 楊日禮

1B 張千茹 林靜婷 林易行 梁日怡 楊允晴

1C 陳圓恩 周悅姸 何芷澄 陸芊瑜 張芷瑤

1D 陳子健 陳厚憑 顏安哲 黃芷穎 姚諾彤

1E 陳柏如 司徒志傑 黃聞迪 楊靖珩 葉良軒

2A 何焯鏇 彭悦昊 彭悦昱 施衍佑 楊浠澄

2B 張朗希 方一諾 李倬綸 楊澄 楊雅琳

2C 陳靖彤 周展鵬 許施晴 林師弘 徐子軒

2D 陳霈穰 梁栢晞 陸熹澄 吳家熙 余桀龍

2E 陳小宇 陳彬睿 邵寒心 鄧子軒 周嘉莉

3A 李知霖 李暟澄 吳芊霖 潘子妤 黃琛暘

3B 梁炯權 羅仲軒 黃卓琳 丘建朗 袁翹望

3C 鄭康瑋 范嘉晉 梁愷妍 岑卓藍 譚峻然

3D 陳柏嵐 張皓嘉 何穎澄 盧昱然 宋霆亮

3E 陳均尤 何彩嬋 顧凱文 林仲熙 王嘉寶

2020-2021家長教師會積極學習獎

一年級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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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積極學習獎得獎名單
4A 曹梓煒 林霈知 劉卓恒 梁凱堯 楊卓軒

4B 林欣曦 劉政峰 劉沛軒 黃偉茹 游竣軒

4C 許政宇 羅僖莜 王兆盈 王柏皓 黃思遠

4D 馮樂瑶 許施懿 許卓朗 蘇家蔚 庾程海

4E 李淑晴 吳浚溢 謝晞瑜 徐紫晴 楊晨曦

5A 鄭芷瑤 江卓尚 李艾莉 吳卓灝 邱適然

5B 陳彬源 李允蕎 蕭芷欣 董晞彤 許梓均

5C 林曉樂 李昭誼 唐一可 謝康悠 王嘉渝

5D 區紀嵐 鄭凱源 吳竣暉 吳梓韜 余嘉傑

5E 鄭栢恩 李家雯 林智湧 施芷茗 譚思遠

6A 劉港升 潘子淳 邵梓澄 黃楚橋 黃子樺

6B 陳可兒 鄭敬暉 何洛鐿 林馨菲 吳倩曈

6C 陳鈞淘 林逸翹 劉子熙 馬綽謙 黃熙雯

6D 陳安盈 陳浚霆 張文謙 李菀庭 謝文皓

6E 區皓駿 歐陽卓瑤 朱紫晴 梁卓軒 連悦晉

2020-2021家長教師會積極學習獎

六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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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心 聲
曾運連女士(副主席

)

時光飛逝，轉眼
間又過了一

年。在過去一年受
新冠疫情影響 ，

大家的互動大大減
少；幸好現在疫

情已稍為緩和，大
家見面機會增多

了，希望大家繼續
努力 戰勝疫情。

鄭志惠女士(聯誼)

今 年 是

非常艱難的一

年，家長們既

要上班，又要

小心翼翼和孩

子一起抗疫；在此多謝校長
和各位老師盡心

盡責教導學生；感謝學校抗
疫功夫做得很

好；亦很欣賞校長和老師們
在疫情期間能及

時協調孩子們面授課，以及
在家上網課的安

排。感謝您們用心付出！但
願疫情快點過

去，大家能開懷地迎接每一
天。祝願我們的

孩子茁壯成長，健康平安！

鄭嘉茵女士(宣傳)
經歷了500多天的疫情，校方為同

學搜羅口罩準備復課、在校園設施噴灑
消毒塗層、購置透明防飛沫擋板等⋯⋯
這些都感受到校方對學生滿滿的愛。復
課後，同學和家長們更珍惜相處見面的
時光。

擔任委員轉眼兩年任期快將屆滿，小兒亦將小學畢業，踏入新的里程碑。老師們勞心勞力，為網課教學默默付出，讓學生能持續學習，小兒在「愛」的學習環境下成長，知識和品德逐漸進步，心存感恩。祝願各位六年級同學前程似錦，升讀心儀中學，愉快學習。

王志德先生(畢業生6A王雪盈家長)

自第六屆家教會擔任顧問一職至這個年頭退下來，

我總感到和學校的關係很密切。

這些年來我在顧問的崗位上不但

加深了家校合作的溝通，也盡力

在各層面提出意見，希望對學校

長遠發展有裨益。

雖然在顧問崗位退下來，

不過我仍會關心學校的發展和動

向，攜手為孩子的成長努力。

願孩子振翼高飛，活出彩虹。

榮譽顧問

主席姜女士及胡校長
致送紀念品給王醫生
以表謝意

大家一起與王醫生拍大合照留念

梁慧欣女士(司庫)

在疫情的影
響下，新的教學模
式出現，校長、老
師、家長和小朋友
都面對不同的挑

戰，當中需要大家的努力和配合。
今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感謝老師
們的努力，家長們的包容，讓小朋
友有一個不一樣的學年。

吳劍雄先生(總務)

過 去 的 一
年，大家都活在
疫情之下，這個
學年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家上課，
見 到 各 位 老 師

們在課堂前的準備，真的十分感
動， 藉此感謝學校和各位老師的
付出！

吳玲鳳女士(秘書)

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們、

各位家長對家教會的支持，由

於疫情關係，我們面對林林總

總的挑戰，有賴校長和老師們

在此期間的努力和付出，緊守

崗位，他們對學生的關愛，家長有
目共睹，本人

加入家教會已有兩年，深深體會到
家校合一的重

要性，在未來的日子請各位繼續支持
。

邱艷樺女士(家長愛心隊)
疫情下，我們和小朋

友已經習慣了新常態，大
部份時間留在家中，同時
和小朋友溝通及共處的時
間也增多了。希望大家繼
續努力，同心抗疫。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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