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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黃鳳霞校長

本年度學校重點發展項目之一是「提升學生自律自省的能力，與人和睦，關愛別人，懂得尊重和欣賞的優良品德」。
這學年以「自律自省」為訓輔主題，透過早會、月訓分享、德育成長課、級訓活動、講座及班主任課，讓學生從個人、家
庭、社群以至國家等不同範疇，灌輸學生正向價值觀，提升自律自省的精神。
而各科教師在編訂教學進度時，亦會加入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的核心價值，本學年的月訓主題如下：
月份

月訓主題

月份

月訓主題

九至十月

自律與自省

三月

環保生活

十一月

健康生活

四月

自我管理

十二月

關愛

五月

善言善意

一月至二月

尊重與欣賞

六月

服務與承責

此外，班主任於學期初都忙於佈置課室，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建立課室常規，凝聚班風氣氛，建立良好師生關係。推
行「一人一職班本服務獎勵計劃」，培養學生自律及服務精神。為了優化校園氛圍，在樓層增設感恩板、稱讚板，鼓勵同學寫
上感恩、感謝或稱讚的字句或圖畫。
受學生歡迎的獎勵計劃當然亦不可少﹕例如「品學高Go Goal」獎勵計劃已於10月3日正式展開，經初步觀察後，發現大
部份學生能踴躍參與，反應熱烈。「班際清潔比賽」可培養學生愛護校園的責任感，提升課室整潔度;「班際秩序比賽」能培養
他們自律守規的精神;「交齊功課比賽」則可培養學生自律自省的精神。
在學校致力培育學生良好品德的同時，我冀盼家長亦能與我們緊密聯繫及合作，因為家長對子女
的支持及鼓勵，能為他們締造理想的成長環境。美國一位知名的心理學家及醫生Leonard Sax提出了
教育孩子的三個重點：
第一是教導孩子謙卑，要關心別人如同關心自己一樣，在表達自己意見之前必須要耐心聆聽別人。
第二就是不要當子女的事是麻煩事，要與他們一同成長，學習接受及享受好與壞的事情。
最後就是教導孩子人生的意義，不要使他們以為擁有就是快樂，要培養他們有冒險及接受挫折
的精神。
教育的成功需要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共同努力，我深信以關愛、身教培育孩子，定能幫助他們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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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大家好！我是許綠娜主任，主要負責學校的資訊科技和升中事宜。過往我
一直擔任課程主任一職，本年度要面對全新的行政工作，希望儘快適應新環境
及工作，一切順順利利。

許綠娜主任
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李施敏老師，任教數學、常識和
音樂科，很高興能成為深水埗官立小學的一份子。我喜歡看
到同學們的笑容，期望你們能在我的課堂學得開心，並從中
學習到如何與人溝通和相處，用行動把理想變成現實。

老師

李施敏

大家好！我是張詠詩老師，很高興能加入深水埗官立
小學這個大家庭。今年，我是4C班的班主任，主要任教
中文和IT。我剛來到這所學校，就覺得這裏的環境十分優
美。老師們親切友善，同學們活潑可愛，讓我更容易融入
校園生活。我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把握學習機會，虛心接受
師長的教導，發展自己的長處，為自己的目標而奮鬥。

張詠詩老師
曾嘉美老師
很高興今年來到這個大家庭成為當中的一份子。短
短數月裏，我已感受到「深官小」洋溢着溫馨融洽的
氣氛。每天早上踏進校園時，我聽到同學的一聲「早
晨」，一聲「老師好」，同事們親切有禮的問候，都令
我感到很溫暖。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我也可以和同學
一起努力，一起進步。

大家好，我是任教英文和音樂科的吳家欣老師。我很榮幸能加入
深水埗官立小學的大家庭。在這幾個月裡面，看到你們友善的笑臉讓
我感受到上學的喜悅。讓我們一起努力，向著目標奮發向上，積極裝
備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吳家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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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all! This is Miss Cheong! I am very glad
to come to SSPGPS and I mainly teach you
all English. I like listening to English pop
songs very much. Do come to chat with me in
English and I can recommend you some nice
English songs! Cheers!
Mi ss Ch eon g Ka Ma n

我是梁明德老師，任教中文及常識科。當我第一次進入
深水埗官立小學的校舍時，發覺這所小學的設備和設施都十
分完備，所以我認為學生在這裏學習應該可以發揮所長，創
造自己的未來。在此我勉勵同學努力奮鬥，做好自己。

梁明德老師

陳映連

老師

大家好！我是1C班主任陳映連老師，今年是我第一年在深水埗官
立小學任教，很高興能夠成為學校的一份子。我任教英文、常識和資
訊科技。希望透過課堂和不同的活動，陪伴同學茁壯成長，一起分享
學習的喜悅和面對各種新挑戰！

老師

關淑萱

大家好！  
我是關老師。我這學年主要任教音樂及數學，我也是深
水埗官立小學中樂團的負責人。
「深官小」是一所很熱鬧的小學，每天看著同學們投入
學習的態度， 加上老師們用心的教學， 令人感到教育工作對
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
這裏每天都有很多課前和課後的活動，在這裡工作，可以
充份感受到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李淑芬老師
感恩能與一班專業丶友善的老師共事！
祝願每位同學能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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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小活动

週五課外活動
為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及其共通
能力，學校於每週五第九節為同學舉
李小麗主任

李施敏老師

敢想智多星

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同學透過體驗不同活
動，從中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發揮潛能。

課外活動分為三大組別，分別為固定組、循環組和
特別組，讓同學每星期進行多元化的活動。

集體遊戲

急救小先鋒

讓我們想一想，用最有創意的方法美化學校的環境。

學是學非

我們來玩集體遊戲，
誰要當領袖？

心靈手巧

啊，很痛啊！急救員
快點替我包紮吧！

雜耍

「學是學非」找物體重心，
你們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嗎？

你能猜到我在摺甚麼嗎？

老師！我成功了！

IT小先鋒

老師在介紹新型的三軸雲台裝置，真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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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藝術

這麼大的白兔，
你曾在視藝室見過它嗎？

动乐无穷

中國文化齊齊學
詠春
「詠春小組」為同學提供了一個學

戲曲

習傳統中國武術，承傳中國文化的機

謝煥娣主任

會。同學們跟著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專業

謝煥娣主任

導師，按部就班、認真地學習詠春，體驗中華

粵劇於 2009 年 9 月 30 日獲聯合國批准，列

文化之餘，還可強身健體。

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香港首
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讓學生學習這傳統中
國藝術，承傳中國文化，本校參加了香港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舉辦的「戲詠嶺南兒童宗師培訓計劃」，
並開設了「粵劇小組」，由協辦機構的專業導師為
同學提供培訓，讓他們體驗中華文化的精髓。

校隊
中國舞校隊

中樂團校隊
大家好！

關淑萱老師

我是本年度「深官小」中樂團的負責人關老師。
在轉職到這裡之前， 我是西樂敲擊樂隊的負
責人。
看見同學們每天用心地學習， 每星期一節
嚴 謹 的 總 綵 排 ， 真 的 很 期 待 「深官小」中 樂 團 的

中國舞校隊由14位3至5年級的

吳家欣老師

女同學組成，每逢星期三放學都留校練習。
中國舞校隊積極參與校內演出及校外比賽，
於中華文化嘉年華和畢業禮都能見其芳影。
她們本年練習的舞蹈是蒙古族的筷子情，記
得密切留意她們的表演啊！

演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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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獅校隊
中國鼓校隊

獅藝校隊由20位4至6年級的男同學組成， 郭錦邦老師
每逢星期五課外活動課練習。中國獅藝隊積極參
與校內演出及校外比賽，將中華傳統文化發揚光
大，各位於中華文化嘉年華便能一睹他們的英
姿，屆時記得多多支持他們的表演啊！

余頌恩老師

中國鼓校隊由14位三至六年級學生組成，曾
參與多次大型活動表演，甚獲好評。本校隊將於
今學年參與「關愛社區嘉年華」、「中國文化嘉
年華」及在本校畢業禮中演出，期望為大家帶來
耳目一新的表演。

English Puppetry Team
English Puppetry is completely
new to here, yet the members are 趙駿文老師
already practising very hard and enjoying every
bits of it. Mr Piers and Mr Chiu enjoyed seeing the
English puppetry members making great progress since
day one. In our puppetry sessions, speaking with theirs
hands requires great Eye-Mind-Body coordination and
numerous hours of practice. It looks easy but really
it is twenty times harder when you do it.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 their very first
performance soon!

NET teacher Mr. Piers

手鐘校隊
手鐘校隊由朱婉汶老師及何詠婷老師帶
領及訓練，十多位隊員來至二至四年級。他
們用心學習合作運用手鐘去演奏，盼望為觀
眾帶來清脆悅耳的樂曲。

朱婉汶老師

何詠婷老師

The students are thrilled to learn using
English in their puppetry training.

英詩集誦校隊
吳家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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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詩集誦隊是由39位二至三年
級的同學組成，同學們十分認真地練
習。集誦隊榮獲第三名的佳績，老師
欣賞你們所付出的努力，為你們感到
高興及光榮！

普通話集誦校隊
陳佩雯老師
許綠娜主任

普通話集誦校隊由37位五至
六年級學生組成，大部份隊員都是
第一次參賽，但隊伍整齊，認真練
習，值得老師讚賞。

王榮桐老師

程健婷老師

中詩集誦校隊

賴燕芳老師

中詩集誦隊由四年級34位同學組成，參賽詩
歌是《海闊天空》。集誦隊隊員在周五課外活動時
段練習，他們投入參與、態度認真，朗誦時字字鏗
鏘、聲音嘹亮。

陳紋慧老師

排球校隊

足球校隊
何偉老師

足球是一項團體運動，學生除了學習 余航春老師
技巧外，亦會學習與人合作。在球場上，
技巧能夠令到學生突破防線，但並不足以得到勝利。
透過互相合作，上下一心，球隊才能得到勝利。勝利
是我們的目標，比賽過程是我們享受的部份。
學生能夠在比賽中展現所學，和他校一較高下，
將會是成長中最好的回憶。

籃球校隊

關杏怡老師

男子排球隊已成立多年，隊員主要是三至六年級同
學，自去年起，我們加入了數名具潛質的二年級同學，
跟舊隊員一起訓練，讓排球校隊發展得以承傳。男排每
星期於週五課外活動時段進行集訓，並會於學界比賽前
加強訓練。除發球、接球訓練外，亦會教授比賽規則、
戰術運用等。透過以對賽方式練習，好讓隊員於賽前有
充足的實踐機會。表現出色的隊員更會代表學校參加九
龍西區小學排球比賽。

郭錦邦老師

籃球校隊是一支致力培養隊員多
方面能力的隊伍：一方面訓練個人技術，另
一方面着重團隊的合作精神，更重要是要從比賽中鍛練
實戰經驗，增強自信心。校隊有男子隊、女子隊及後備
隊，讓學生能有階梯性的學習。球隊會爭取參加不同比
賽，使隊員能從實戰中提升球技。

鄭希通老師

排好隊型準備傳球練習

關杏怡老師

乒乓球校隊
乒乓球校隊隊員認真練習，努力改進其技術。
他們為了爭取在比賽中有好表現，加倍用功，
期望為校增光，其積極進取的精神值得嘉許。

田徑校隊

何偉老師

田徑隊是一隊集挑戰、刺激和樂趣於一身的隊伍。
若想在比賽中取得理想成績，必需持之以恆地訓練。所
有田徑隊的學生於課餘時間接受訓練，日積月累，靠着
堅持和奮鬥，才能站在比賽場上，和他校一較高下。雖
然訓練是刻苦的，但會讓你的校園生活變得多姿多采。
過程中，你亦會收穫無盡的快樂，以及珍貴的友誼。

王榮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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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施敏老師

低年級合唱團

高年級合唱團

余頌恩老師

低年級合唱團成員由二及三年級的同學組
成，本年度共有60位團員。合唱團積極參與校
內的演出活動，包括聖誕聯歡會和上學期頒獎
禮，除此之外，還會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豐
富學生的演出經驗。

高年級合唱團由四至六年級學生組
成，在星期五放學後進行訓練。今年我
們會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又會在
聖誕聯歡會及下學期頒獎禮表演，大家
一起拭目以待同學們的練習成果吧！

曾佩瑩老師

張思琪老師

服務團隊
張嘉敏老師

何詠婷老師

深水埗官立小學重視培養學生的關愛精神和責任感。本校的服務團
隊包括︰風紀、護旗隊、交通安全隊、校車車長、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幼童軍、少年警訊、公益少年團、言語小老師、活動大使及深官義工隊
等，透過參與不同服務，從中學會團隊精神及為人貢獻的情操。

各服務團隊在黃校長及全體師生的見
證下宣誓, 盡心為深官小服務。

各服務團隊的代表於11月13日的早會上，在黃校長及全體師生的
見證下，立志為學校、同學盡心服務，做一個好榜樣。我校各服務團
隊的成員服務態度認真，幼童軍更在本年度獲得「2018傑出旅團獎
勵計劃」銀獎，我們全體師生都為你們的付出而感到驕傲！

小童軍、幼童軍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小童軍、幼童軍穿上整齊的制服真的很威風凜凜！

交通安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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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隊隊員步操排列整齊均一!

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幫助下，一年級同
學很快就適應了深官小的校園生活!

護旗隊

全校肅立，護旗隊緩緩將國旗升起！

品學高Go Goal學行表現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建立良好的品德和提升全方位的學習表現，學校於本年度推行「品
學高Go Goal學行表現獎勵計劃」。學生在品行、學業、服務及參與校內外的活動
或比賽上有良好表現，均可在「品學高Go Goal」小冊子獲得「獎印」，學生得到
指定數量的「獎印」後，便可於指定的日期換領禮物或小食。

文施華主任

這是本年度校本獎勵計劃的小冊子
─ 「品學高 Go Goal 」。

在禮物櫃前先選好禮物，再告訴家長義工想要的禮物。

我們已經集齊足夠的蓋印去換禮物。

房正偉主任

房主任和文主任在早會上宣傳「品學高
Go Goal 」的蓋印原則。

維他奶「營養探索之旅～食、知、源計劃」
本學年有27位同學參與「營養探索之
旅～食、知、源計劃」，透過不同的科學
小實驗認識食物及其營養價值。同學們還運
用STAME的知識，利用科學原理製作出有
「營」雪糕。

全勵寶姑娘

本校與其他七間學校一起出席此計劃的經驗交流日，分享大家的作品。

大家分工合作，一起製作
有「營」雪糕，Yeah!

同學還準備了有營攤位遊戲，教育公眾人
士有關健康飲食的知識。

本校學生還獲頒「最受歡迎獎」。
「原來整雪糕唔洗用雪櫃都整到架！」

9

家长老师同建孩子好将来
主席的話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同學：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家教會主席羅嘉潔。首先非常感謝各位家長及老師們的信任和支持。在此自我
介紹一下，本人有兩名孩子分別在深水埗官立小學就讀四年級和六年級。
自上年度本人擔任家教會委員以來，一直以家長義工身份參與大大小小不同類
型的活動，當中可以了解更多學校的運作，同時亦提升家校之間的溝通，各義工的
積極參與和鼎力支持，實在令人欣賞和鼓舞。
本人會秉承過去家教會與學校共同合作的精神，把「家校合作」的理念延續下
去。展望未來，家教會舉辦各項多元化的活動，確實有賴各家長義工能夠續繼支持
和參與，共同為孩子的品德和學業努力，締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
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家教會主席 羅嘉潔

2018-2019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會員大會

羅淑華副校長

家長教師會新一屆的理事
委員會成員順行誕生，各
委員與黃校長及老師一起
拍照留念。
後排左至右：張嘉敏老師(文教)、曾嘉美老師、(秘書)、羅淑華副校長(副主席)、陳佩珍主任(司庫)、洪寶如主任(康樂)、羅德禮老師(總務)
前排左至右：劉雪冰女士(總務)、曾美雲女士(司庫)、羅嘉潔女士(主席)、黃鳳霞校長(顧問)、李詠琴女士(顧問)、卓敏琪女士(秘書)、
唐雅玲女士(康樂)、李一蕾女士(文教)

2018-2019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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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位

姓 名

職 位

姓 名

顧 問

黃鳳霞校長、李詠琴女士

司 庫

曾美雲女士、陳佩珍主任

主 席

羅嘉潔女士

康 樂

唐雅玲女士、洪寶如主任

副主席

羅淑華副校長

文 教

李一蕾女士、張嘉敏老師

秘 書

卓敏琪女士、曾嘉美老師

總 務

劉雪冰女士、羅德禮老師

當日家長踴躍支持我校的周年會員大會，使委員選舉得以順利完成。

開學禮暨敬師日
本學年開學禮暨敬師日已於2018年9月7日（星期五）完滿舉行。開學禮代表
著新的階段、新的開始，黃鳳霞校長藉著開學禮這重要的日子勉勵同學，希望同
學在新學年盡力做到最好，各方面都有進步。而家長教師會亦藉著今天為各教職
員送上心意。相信「深官小」在校長、老師及家長的帶領下會更進一步。

洪寶如主任

家教會委員給各教職員送上水果以表感謝。
校長介紹各位新老師並一起大合照。

學校為了更有效推動品德教育，教導學生明辨是非、灌輸正面人生觀與價
值觀。家長教師會將舉行透不同活動，讓家長、學生和教師增進感情，加強家

PTA活動

校的聯繫，務求建立一個更良好學習環境，達到家校合作。活動有：
親子活動：親子旅行、親子華服比賽等
增值課程：不同類型家長講座、訓練班、唇膏DIY家長興趣班
義工服務： 高GO GOAL禮物換領、切生果活動、教育性參觀、疫苗注射義工、
運動會義工、故事姨姨

叔叔等

羅德禮老師

DIY潤唇膏家長興趣班

親子旅行
家長講座

家長義工為學生們準備有益又美味水果

運動會暨親子遊戲日

綠色正能量親子日
家長義工協助帶領學生參觀益力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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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迎新日
為了讓小一學生和家長及早認識及適應學校環境，本校於2018年6月23日安排小一新
生迎新日，並於8月29至31日為小一新生舉辦適應課程。透過遊覽校園、常規訓練、遊戲
時間、繪本分享、中文課、英文課及數學課等活動，讓小一新生體驗小學校園的生活，培
養他們參與課堂的學習興趣。在適應課程結業禮上，除了放映學生參與課程的活動剪影
外，每班各有五位同學分別獲得「知禮守規獎」、「專心學習獎」、「整齊清潔獎」、
「甜美笑容獎」及「積極參與獎」作鼓勵。
麥燕主任

輕快地拍掌，高聲地歌唱，大家都享受愉快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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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書寫練習是愉快的回憶。

請欣賞我的作品，給我一個「讚」。

媽媽陪伴我們領獎，是我們愉快學習的獎賞。

小小的獎勵是我們日後努力學習的動力。

老師看到我們的優秀表現，我們會更努力成為老師的驕傲。

分級家長會
學校於2018年9月14日和9月21日分別為二至五年級的家長
舉行了兩場家長會。當日，先由校長向家長致歡迎辭，然後再
由中英數常的科主任講解學校的課程內容、教學模式和功課要
求，讓家長對學校進一步了解各科的發展和要求。其後家長到
課室與班主任會面，由班主任向他們講解個別行政組告之家長
須注意的事項、學生平日上課的模式及課室常規，使家長全面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當日家長踴躍出席，氣氛熱鬧。

李小麗主任

黃校長在分級家長會致歡迎辭

鄭希通老師

同學滿有信心地回答老師的問題
班主任老師向家長詳細講解學生的
校園生活及需注意的事項（高年級）
班主任老師向家長詳細講解學生的校園
生活及需注意的事項（低年級）

學生在禮堂進行德育科學習，同學都踴躍作答

家長們聚精會神地聆聽科主任的介紹

家長義工服務
家長義工協助學生接受衛生署疫苗注射

家長義工隊可以直接參予及協助各式各樣學校活動之
計劃，除了解學校實況外，亦能增加教師與家長溝通機 羅德禮老師
會，對促進家校合作和建立伙伴關係起著良好作用。家長
可以擔任不同的學校活動以提高本校同學的學習質素，營造更良好學習
氣氛。通過直接參與，可讓家長更明白學校辨學的理念。家長義工 領同
學出外參觀、考察、注射疫苗，或舉辦大型活動等。
在此，本校再次衷心感謝家長教師會顧問、主席、委員及各義工
團隊，並希望將來能夠有更多熱心家長加入，進一步發揚家校合作的
精抻。

義工齊來

包書

家長為同學們講故事

家長義工在資源室各就各位

家長義工在準備換禮物工作
同學們興高采烈地換領高GO GOAL禮物

熱心家長義工在資源室準備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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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希通老師

深小大旅行

張思琪老師

李小麗主任

學校旅行
學校於2018年12月5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當天清風送
爽，太陽躲在雲層中，但不減學生玩耍的興致。同學們分成一年級、
二年級，三至六年級兩個組別，分別到大埔公園和鯉魚門公園渡假營
進行活動。 一、二年級的家長還和子女進行了親子遊戲，既刺激又有
趣。家長和學生投入其中，其樂融融。大家置身大自然中，看着綠葉
成蔭的大樹，呼吸着清新的空氣，心曠神怡；大家盡情的玩耍或遊賞
景區，樂融融，度過了輕鬆、愉快又難忘的一天。

手中的小塔與身後的
巨塔相映成趣！

回歸塔前拍張照，
祝願香港經濟好。

與父母一起玩親子遊
戲，刺激又有趣。

來！先把沙袋綁好，
我們才有贏的機會。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倆感情如姊妹。

一起玩竹蜻蜓，
真開心。

站在基地上的我們
英氣十足！
親子旅行快樂無比！

搖擺中要站穩，好玩又開心！

你們準備好了嗎？我發球了！

單車樂，真寫意！

守秩序，排着隊，輪流玩，眾樂樂，更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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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留心聽講，才可百發百中。

看我的高超技術，厲害吧？

我們的籃球精英有姿勢，有實際！

看看我們，都做了充足的準
備：吃得香，玩得樂。

荣誉榜
2018-2019 年度校外比賽得獎紀錄

日期

2018年8月10日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美術壹等獎

5A
5C
5D
6E

吳子諾
丘浩霖
陳彥之
黃麗沙

美術貳等獎

5A
5D
5E
6A
6C

孫文麒
李嘉輝
林卓儀
黃彥霏
蔡婧晴

美術叁等獎

5C

馬家志

幼童軍金紫荊獎

6A
6A
6B
6B

陳卓怡
李樂晴
馬芷若
鄧 靜

6A
6C
6D
6D

陳芷蘊
林政逸
陳芷暘
黃 浠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比賽2018

2018年9月至2018
年11月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2018傑出旅團選舉

2018年11月2日

馬頭涌（紅磡灣）官立小學
2018-2019年度田徑運動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混合組）

季軍

2018年11月29日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優良證書

2018年11月30日

2018年12月7日

普通話集誦校隊

男子4X100米接力亞軍

3B
6C
6D
6E

黃嘉浩
林政逸
黃 浠
黃俊杰

女子4X100米接力殿軍

4A
5D
5E
6D

梁雅靜
伍漫鈴
葉秀嫻
陳芷暘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冠軍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冠軍
女子甲組100米殿軍
男子丙組100米第六名
女子丙組100米第六名
男子特別組100米第六名
男子乙組擲壘球第七名
女子甲組推鉛球第八名
男子甲組跳遠第八名

6D
6A
4A
4A
4C
6C
5D
5B
6C

黃 浠
陳芷蘊
梁雅靜
郭睿庭
周凌薇
林政逸
吳 臻
林雅婧
黎子聰

元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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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比賽名稱

所得獎項

2018年12月8日

天主教南華中學第五屆
「家-在香港Home @HK」填色比賽

銅獎

5B

黃詩雲

2018年12月8日

天主教南華中學第五屆
「家-在香港Home @HK」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銀獎

2E

韓欣彤

銅獎

3A

梁誠峰

2018年12月8日

天主教南華中學第五屆
「家-在香港Home @HK」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金獎

4A

周凌菲

金獎

6B

羅雯茵

2018年12月8日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集誦

優良證書

中文集誦校隊

季軍

6B
6C
6D
6E

黃 政
林政逸
黃 浠
黃俊杰

天水圍官立小學
2018-2019年度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女子組）

殿軍

4A
5E
6A
6D

梁雅靜
葉秀嫻
陳芷蘊
陳芷暘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

季軍

英詩集誦校隊

天水圍官立小學
2018-2019年度陸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男子組）
2018年12月10日

2018年12月11日

得獎學生

喜 讯
本校全體師生都為
趙老師感到高興和自
豪！感激資訊科技組的
全體教職員為本校默默
付出，為本校作出無
私的奉獻！

趙一鳴老師
首先，本人感謝黃鳳霞校長提名本人
參選教育局舉辦的「優良顧客服務獎勵計
劃」，我亦要感謝詹建慧副校長在去年的帶
領和指導，而我更要感謝去年本校全體資訊
科技組的教師（陳紋慧老師、余航春老師、
謝文昊老師、趙駿文老師和何東儒老師）和
技術支援人員（林展鴻先生和王和裕先生）
在充滿困難和挑戰的環境下時仍能上下一
心，為改善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及發展電子
教學而努力。

何詠婷老師
我家小寶寶於9月26
日出世啦，初次見面，多
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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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師的寶寶真可愛！
在此祝福他們一家生活
愉快，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