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同學升讀恭喜同學升讀
荃灣官立中學荃灣官立中學

黃鳳霞校長黃鳳霞校長
愛的釋義或種類可以很廣泛。簡單來說，「愛」可以是一個動詞，表示喜歡、喜愛。相信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

子女是一個愛學習的好學生，作為教育工作者，其中一個重要職責是培養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不單單要讓他們擁有
學習的動機，喜歡和樂於學習，亦會致力幫助他們發展學習的能力，學會如何學習。

「愛」也可以是一個名詞，屬於「仁愛」的美德之下，包含了「去愛與被愛的能力」。愛可以有很多種，包括父
母的愛、兄弟姊妹的愛、戀人的愛、朋友的愛、對國家民族的愛等等。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知識和技能之外，還需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品德教育尤為重要。因此，孩子的成長與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擁有愛的人重視與別人的親密關係，特別是那些能互相分享與關懷的關係。愛更是建立幸福家庭與人際關係的基
礎。或許你會覺得愛很簡單，其實要用心去愛自己和愛別人，都是需要學習的。

愛，是需要表達出來的，最具體和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言語表達我們對別人的愛。

欣賞的說話：對別人做的好事或為你所做的事，學習多表達欣賞及讚美。

鼓勵的說話：學習從他人角度去思考事情，了解別人需要，從而給予鼓勵和正能量。

仁慈的說話：學習在別人傷心或失意時表達關心及慰問。

謙遜的說話：當你需要別人幫忙時，學習以謙遜和禮貌的方式表達。

很多大事業都是從小地方開始的，每一份堅持都可把成功拉近！希望家長繼續與學校一起努力，培育子女建立仁
愛、自信、守規及感恩等美德。展望將來，冀盼深官的畢業生都能將所學習的知識及才藝回饋社會，建立領袖的能力，
把愛融入生活當中，為社會服務。

深水埗官立小學深水埗官立小學
地址：深水埗深旺道101號 網址：http://www.sspgps.edu.hk

顧問：黃鳳霞校長 編審小組：洪寶如主任、林國良老師、羅德禮老師、鄭佩佩老師、葉麗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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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學習 學習愛校長「深」言

上學年有十名畢業生升讀荃灣官立中學，恭喜上學年有十名畢業生升讀荃灣官立中學，恭喜
你們！要知道「遇強越強」，同學們加油！你們！要知道「遇強越強」，同學們加油！

這位同學回答校這位同學回答校
長的問題時說得長的問題時說得
頭頭是道，我送頭頭是道，我送
上小禮物作嘉上小禮物作嘉
許，欣賞你！許，欣賞你！

「尊敬的黃校長您「尊敬的黃校長您
好！您的愛，太陽一好！您的愛，太陽一
般溫暖，春風一般般溫暖，春風一般
和煦，清泉一般甘和煦，清泉一般甘
甜。」看見盆栽附上甜。」看見盆栽附上
的話語，很是感動！的話語，很是感動！

捐贈了一些小禮物予家長捐贈了一些小禮物予家長
教師會，與主席曾女士合教師會，與主席曾女士合
照，家校合作愉快！照，家校合作愉快！

同學們送來小盆栽，還附有感恩同學們送來小盆栽，還附有感恩
字句，很窩心！謝謝你們！字句，很窩心！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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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推行正向教育，培育學生品德素養，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目標：

1.  培育學生的正向價值觀。
2.  建立正向、關愛、感恩及欣賞的校園文化。

關注事項（三）
認識祖國，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培育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目標：

1.  重點培訓中藝校隊，培養學生認識及欣賞中華文化的體藝表
演，並加強國民身分的認同。

2.  推動姊妹學校計劃，讓兩地學生在學藝及文化進行交流、觀
摩，籍此加強學生認識祖國，欣賞中華文化及對國民身分的認
同感。

3.  進行境外交流學習計劃，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欣賞中華文
化，加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感。

4.  透過校園廣播分享中國文化，加深學生對祖國文化的認識及國
民身分的認同感。

5.  透過教育性參觀，加強學生對祖國及香港歷史的認識及欣賞中
華文化，加強對國民身分的認同感。

新三年發展計劃
詹建慧副校長詹建慧副校長

在黃校長的帶領下，新三年發展計劃有三

大發展方向、九大目標，期望通過多元化的學

習經歷，培育深小的學生成為明日的領袖。

關注事項（一）
透過與科技及科學相關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

創新精神，提升學生學習動力及信心。

目標：

1.  配合資訊科技發展的新趨勢，改善學校設
備，讓學生能於設備完善的環境中，進行
各項與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相關的探
究式學習活動，給學生更多創作和實踐空
間，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  發展校本STEM教育，強化學生學習STEM相
關科目的興趣和能力，提升其科技素養，
培養創意、協作和解難能力，加強學習的
果效，以配合及迎接資訊科技的新趨勢。

認識及欣賞中華文化認識及欣賞中華文化

推動姊妹學校計劃推動姊妹學校計劃

發展STEM教育發展STEM教育

建立正向校園文化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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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everyone! I’m Zarin, the new NET in Sham Shui Po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I’m excited to meet you all and hope to work hard together to make this school a better 
place. In my leisure time, I love to go paddle boarding in the sea. The sound of the ocean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calm. I also like to go to the gym to keep myself healthy. 

我是何詠芝老師，很

高興能在深水埗官立小

學成為老師，我主要任

教的科目是中文和常識。

很多同學都問我為何會

想成為一位老師？因為

我從小就很喜歡小朋友，

喜歡和他們玩耍和談天。

看到你們的成長，便是我

最希望見到的。期望在學

校和課堂上看到大家燦

爛的笑容。

我是何靜然老師，很

高興成為「深官」的一份

子。今年，本人擔任 1E
班的班主任，看到剛剛

從幼稚園升上小一的同

學，他們很努力適應小學

生活，真的深深感動我，

也給我極大的鼓勵。希望

在未來日子，能夠和大

家一起努力，在「深小」

大家庭活出生命的彩虹。

各位同學，我很高興

加入深水埗官立小學這

個大家庭。我的性格較為

隨和，樂意和小朋友相

處。平日愛好閱讀和看電

視，尤其喜愛觀看足球賽

事。放假時喜歡到世界

各地遊歷，至今已曾踏

足五十四個國家和地區。

作為學生事務主任，我樂

意和我的同事為所有同

學提供不同的學生福利。

我是吳志輝老師，

新學期的開始，帶着希

望，帶着憧憬，懷着激

動，懷着興奮。我很榮

幸加入深小這個「彩虹」

大家庭！今年，我主要

教授體育科及與其他老

師並肩負責訓輔組的不

同工作。新學期是千帆

競發、百事待興的新起

點，讓我們一起健康向

前奮進。

我是張姑娘，很高興

可以來到深水埗官立小

學工作。我主要負責學

生支援的工作，同學如

果有學習上的需要或者

遇到情緒問題都可以找

我喔！我的興趣很廣泛，

看書，看電影，露營，

玩獨木舟都是我的嗜好。

同學們，你的嗜好又是甚

麼呢？小息時可以跟我

分享喔！

我是李巧儀姑娘，主

要照顧四至六年級的同

學。很高興加入「深官」

這個大家庭，我每天早上

都會在校門迎接你們上

學，期待每天都能夠見到

精靈可愛的同學們。

每當大家遇到任何煩

惱的時候，甚或開心的時

候，歡迎你們找我傾訴及

分享，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裡可以與你們同行成長，

與大家一起共度充滿挑

戰的一年。

我是葉麗琬老師。今

年是 3E班班主任。主要
任教中文、音樂、常識及

體育科。能夠加入深水

埗官立小學這個大家庭，

我感到十分高興。雖然

在這裡接觸同學只有短

短幾個月，但是也深感

受到每個同學們有純真，

有愛心，有學習新知識的

決心，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一同陪伴同學們開心快

樂地成長。

我是鄭佩佩老師。我

今年任教中文、數學、常

識及電腦科，亦是 2C班
班主任。很高興能夠成為

深官的一份子，陪伴你們

成長。深官學生給我的感

覺是喜愛分享和充滿好

奇心，有空可以跟我分享

日常及學習！期望在課

堂上看到大家積極發問

及一起探索有趣的知識。

建立正向校園文化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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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天真活潑的小天使，我是1A班的班主任李
施敏老師，新學年會與你們一起學習、一起生
活。還記得第一天踏進班房那一刻，一張張活
潑開朗的笑臉便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裏，即使你
們都戴着口罩，也遮蓋不了你們燦爛的笑容。
願你們在深官能夠愉快地學習，天天笑盈盈。

李施敏老師李施敏老師

1A1A

我們的班房真漂亮！我們的班房真漂亮！

你看！我們笑得多燦爛！你看！我們笑得多燦爛！

Yeah! 我們是1A班的小天使們。Yeah! 我們是1A班的小天使們。

到處也能看見我們的合照！到處也能看見我們的合照！

便服日合照便服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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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1B班同學，歡迎大家加入「深水埗官小大家
庭」。我是你們的班主任黃美珊老師。你們是一班
敬師有禮，樂於助人的小朋友。每天進入課室看見
你們時，你們都會欣喜地迎接我，熱切地跟黃老師
打招呼，也主動協助老師及幫助同學。能陪伴你們
一起成長，確實是一件樂事。在此，希望你們在這
裡愉快地學習，健康地成長，適應小一新生活，建
立美好的友誼，有一個開心的學年。

黃美珊老師黃美珊老師

1B1B

1B生日會1B生日會

班級承諾：同學們已成功一起背誦班規！班級承諾：同學們已成功一起背誦班規！

便服日合照便服日合照

同學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同學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1B班大合照1B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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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1 C班同學，歡迎大家加入「深水埗
官小大家庭」。我是你們的班主任廖珮玲老
師。看到你們的適應力很強，很快已經適應
小學校園生活，我感到非常恩惠。
每天除了學習知識外，你們在群體生活中不
斷成長，希望你們如班口號所說，天天開心
學習做個勤學有禮叻寶寶！

廖珮玲老師廖珮玲老師

1C1C

便服日合照便服日合照

開開心心的英文課堂活動開開心心的英文課堂活動

美味的午膳飯盒啊！美味的午膳飯盒啊！

在英語閱讀室分組上課在英語閱讀室分組上課

精神奕奕的班相精神奕奕的班相

俏皮的班相俏皮的班相

第一天學習排放學隊第一天學習排放學隊

66

小小新力軍小小新力軍深小新成員



各位1D班同學，我是班主任曾嘉美老師，歡
迎你們加入「深官」這個大家庭。為了讓大
家能適應校園生活，學校特別安排了「小一
適應課程」，每個同學都十分投入活動和遊戲
當中。希望你們在這裡愉快地學習，健康地成
長，度過一個愉快的學年。

曾嘉美老師曾嘉美老師

1D1D

便服日合照便服日合照

每位學生都能安靜專心學習，老師真高興！每位學生都能安靜專心學習，老師真高興！

同學在小息時，非常喜歡到同學在小息時，非常喜歡到
圖書角借閱圖書。圖書角借閱圖書。

同學一起朗讀課室口號。同學一起朗讀課室口號。

同學遵守秩序等待去洗手。同學遵守秩序等待去洗手。

同學們努力加油，

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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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1 E班同學和家長加入深官大家庭，1 E
班同學認真地上課，我是班主任何靜然老師。這
學年我安排每位同學擔任不同職務，如班長、科
長、伴讀員等等，培養同學們積極服務的態度。
同學們除了專心上課之外，還投入參與各項校內
活動，如小一適應課程和便服日。我希望你們能
夠盡快融入小學的生活，快樂地成長！

何靜然老師何靜然老師

1E1E

同學一起朗讀課文。同學一起朗讀課文。

每位同學用心畫圖畫，1E班的壁報完成了。每位同學用心畫圖畫，1E班的壁報完成了。

便服日合照便服日合照

同學們認真地上課。同學們認真地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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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藝術校隊齊欣賞中華藝術校隊齊欣賞
羅德禮老師羅德禮老師

中華藝術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一是歷史源遠流長；二是文化博大精深。因此，本校成立不同中華藝術校隊讓學

生能更進一步認識博大精深的中華藝術文化，希望學生能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通過學習中國舞、中國鼓、

中樂及獅藝等加深了解中華藝術文化基本理念和專業技能的訓練。同學藉着參與不同中華藝術校隊而增加對中華民族

的歸屬感，從而建構國民身份認同。

週五課外活動週五課外活動
鄭希通老師鄭希通老師

本學年學校繼續以培養學生的全人

發展及共通能力的宗旨，於每週五第八、

九節為同學舉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課外

活動仍分為固定組和循環組，今年外購

了六組課程，更新了部份課程內容。多

元化的課程讓學生從學術、技能、興趣

等多方面進行學習活動，體驗不同的學

習經歷，從中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並

發揮學生的潛能。

獅藝獅藝 中樂團中樂團

中國鼓中國鼓中國舞中國舞

同學們都聚精會神跟着導師的示範。同學們都聚精會神跟着導師的示範。 這個魔術真的要好好研究！這個魔術真的要好好研究！

大家齊齊轉，轉得真開心！大家齊齊轉，轉得真開心！要破解密碼，便要如此這般⋯⋯要破解密碼，便要如此這般⋯⋯
嘩！果然是神奇畫筆，可以嘩！果然是神奇畫筆，可以
製造出這麼漂亮的作品。製造出這麼漂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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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齊齊畫
李淑芬老師李淑芬老師

相信各位同學都留意到學校停車場旁
邊的「新景象」吧！原本一幅平平無奇的
牆壁，經過一班高年級的同學攜手合力粉
飾，齊齊繪畫出一幅主題為「培育今日學
生，成就明日領袖」的巨型壁畫，除了令
人眼前一亮，更是發放着一鼓正能量⋯⋯

壁報齊設計
林詩穎姑娘、李巧儀姑娘林詩穎姑娘、李巧儀姑娘

本學年以「建立正向品格」為訓輔主題，在地下走廊通道設置了三塊大型固定壁佈板，學校會因應節日活動而定

期更新內容，讓學生了解正向價值觀及營造「關愛」、「感恩」與「讚美」的校園氛圍。

課室壁報
課室壁報已於九月初順利完成。各班壁報主題以介紹本年度學校以「正向教育」

為主題，並加入各班自訂的班規，藉此增加學生對班、對學校的歸屬感。

同學們都用心地描繪一筆一線，合作同學們都用心地描繪一筆一線，合作
無間，在埸充滿喜悅和諧的氣氛無間，在埸充滿喜悅和諧的氣氛

黃校長和學生們一同參加「手繪壁畫工黃校長和學生們一同參加「手繪壁畫工
作坊」，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商議和討論作坊」，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商議和討論

經過多次的修改、修飾後，壁畫終於大功告成了！黃校長、校外導師和同學們一同在「大作」前來個大合照：cheers！經過多次的修改、修飾後，壁畫終於大功告成了！黃校長、校外導師和同學們一同在「大作」前來個大合照：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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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字句提提你海報、字句提提你
黃美珊老師黃美珊老師

趁着疫情，老師帶領校園藝術大使，為校園不同角落

進行美化。配合愉快學習正向校園主題，校園藝術大使和

老師並外聘導師利用鮮艷的顏色及形象鮮明的圖案，為校

園添上愉快的色彩。壁畫每天都在迎接每一位「深水埗官

小大家庭」的成員回到校園當中。除了三樓及停車場位置

的新壁畫外，校長還帶領老師們為有蓋操場司令台背景及

四樓外牆橫額重新設計及更新。不同樓層都有自律自省金

句，提提學生做好本份。

老師們現正為校車通道走廊玻璃窗貼進行初步設計，

所有海報的設計裡都包含正向品格的字詞，期望學生能在

正向環境氛圍下，學習及認識不同的品格強項，也認識自

己的強項，建立自信，健康地成長，製造美好的校園學習

回憶。

愉快校園壁畫齊齊畫愉快校園壁畫齊齊畫——
美化校園我有責美化校園我有責

美化校園，三樓壁畫創作美化校園，三樓壁畫創作

校車通道走廊玻璃窗貼校車通道走廊玻璃窗貼

四樓外牆大橫額更新（校外角度看）四樓外牆大橫額更新（校外角度看）

經過多次的修改、修飾後，壁畫終於大功告成了！黃校長、校外導師和同學們一同在「大作」前來個大合照：cheers！經過多次的修改、修飾後，壁畫終於大功告成了！黃校長、校外導師和同學們一同在「大作」前來個大合照：cheers！
有蓋操場司令台背景海報有蓋操場司令台背景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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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禮升旗禮
吳志輝老師吳志輝老師

一曲可以激蕩我們血液的國歌，讓我們心生澎湃，72年的歲月沒有抹煞它帶給我們的
激情，當陽光灑滿祖國大地，當旭日在我們東方升起，我們振臂高呼，也心生自豪。為增

加同學們對祖國的認識和歸屬感，我校每星期也特別舉行莊嚴而隆重的升旗儀式。

建立正向品格建立正向品格

為了促進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發掘及實踐正向價值觀，為了促進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發掘及實踐正向價值觀，
本年度開學初訓輔組已安排介紹24個品格強項的講座。本年度開學初訓輔組已安排介紹24個品格強項的講座。

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以正向價值觀面對不同的行為、情緒及慾望。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以正向價值觀面對不同的行為、情緒及慾望。

講座中姑娘以本年度的訓輔活動，帶出正向的思想，講座中姑娘以本年度的訓輔活動，帶出正向的思想，
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正向價值觀。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正向價值觀。講座中同學們留心聆聽姑娘的講解，積極回答問題。講座中同學們留心聆聽姑娘的講解，積極回答問題。

文施華主任、馮錦棠主任文施華主任、馮錦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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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

新學年全面授課已有一段時間，疫情影響下暫時也只能維持半天上課。雖然上課時間受到限
制，但老師們除了在課堂上用心教學外，還繼續為同學們籌備及安排很多合適的課外活動，全方
位照顧學生的發展，可謂「絞盡腦汁」。小朋友又可以回到學校上課，可以與同學一起相處，一
起學習，定必開心愉快得多。

知道暑假期間學校也沒有休息，除了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英文暑期溫習班外，還更換及維修
校內設施、增添物資、粉飾校園等，都是為新學年作好準備，可讓同學們可以有更舒適的環境享
受校園生活。

受到疫情的困擾，過去家教會一些大型活動都要被迫取消，雖然有感失落，但我們仍會早作
準備，待疫情過後可以繼續舉辦各種多元化的活動。作為家教會主席，當然會與其他委員及家長
義工團隊繼續支持學校活動，發揮「家校合作」精神，一起陪伴孩子在深官小的成長。

雖然生活逐漸回覆常規，但防疫的意識也不能鬆懈，保持社交距離依然是非常重要，注意安全以及健康，才能夠
克服各種逆境。

疫情除了對學生在學習上有影響外，對各行各業、家庭壓力影響也甚大，明白各有所難，所以家人相處定必要互
相忍讓啊！

在此，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主席曾美雲女士主席曾美雲女士

後排左至右： 羅德禮老師（總務）、洪寶如主任（康樂）、羅淑華副校長（副主席）、李小麗主任（文教）、文施華主任（秘書）、 
陳佩珍主任（司庫）

前排左至右： 盧群英女士（總務）、陳衍如女士（文教）、劉雪冰女士（司庫）、黃鳳霞校長（顧問）、曾美雲女士（主席）、 
趙惠洽女士（秘書）、覃春梅女士（康樂）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職位 姓名 職位 姓名

顧 問 黃鳳霞校長、李詠琴女士 司 庫 劉雪冰女士、陳佩珍主任

主 席 曾美雲女士 康 樂 覃春梅女士、洪寶如主任

副主席 羅淑華副校長 文 教 陳衍如女士、李小麗主任

秘 書 趙惠洽女士、文施華主任 總 務 盧群英女士、羅德禮老師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
羅淑華副校長羅淑華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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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2021-2022年度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開學禮暨敬師日 2021年9月7日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選舉 2021年10月13日

周年會員大會 2021年10月26日

家教會籌募經費 2021年11月4日及5日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聯會舉辦之
「中學校園親子巡禮」活動

2021年11月20日

家長興趣班（上學期） 2021年11月

家長興趣班（下學期） 2022年3月

家長教育講座 2022年5月5日

傑出學生選舉 2022年6月

六年級畢業典禮 2022年6月30日

圖書館包書服務 全學年

換領禮物櫃 全學年

防疫注射 全學年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李小麗主任李小麗主任

2021至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10月26日（星期二）順利完成。雖然受到疫
情影響，仍有不少家長積極參與是次委員大會。會上羅副校長向家長匯報去年家教會的會

務活動，並簡介未來一年將舉行之活動。陳佩珍主任匯報2020-2021年度的財政報告後，黃
校長頒發感謝紀念座給家長義工，向他們無私付出表示謝意。家長教師會主席曾美雲女士

代表家長們感謝各位老師在教學上對學生悉心栽培，用心教導，又感謝家長義工們過去一

年對學校活動的鼎力支持，使各項活動順利完成。她透過分享個人擔當換禮物的姨姨，不

但促進了親子關係，更加強了與子女的溝通和欣賞，並鼓勵在座家長極積參與義工工作，

寄望各位家長熱烈參與日後家教會各項活動，達致「家校齊合作，學生學習更快樂」！
羅淑華副校長匯報去年的會務活動羅淑華副校長匯報去年的會務活動
及簡介來年度的活動計劃。及簡介來年度的活動計劃。

黃鳳霞校長致歡迎辭，溫婉又親切。黃鳳霞校長致歡迎辭，溫婉又親切。

黃鳳霞校長與家教會主席曾美雲女士頒發黃鳳霞校長與家教會主席曾美雲女士頒發
感謝紀念座給家長義工感謝紀念座給家長義工

黃鳳霞校長頒發精美的感謝紀念座黃鳳霞校長頒發精美的感謝紀念座
給家長教師會主任曾美雲女士給家長教師會主任曾美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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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措施逐樣睇
余國基主任余國基主任

甲、恆常防疫措施
1.  為使學生有清潔的學習環境，本校負責清潔員工每天清潔及消
毒校園環境。

2.  學生每天回校前，須自行在家中量度體溫，並作紀錄。
3.  校方已提醒全校師生如有流感病徵或發燒，應儘快求醫，並留
在家中休息，直至身體康復為止。

4.  本校每天會監察學生缺席情況，如發現大量學生因傳染病請
假，將會按照衞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指引作特別安排，以下是
一些相應措施：

  Ⅰ  即時透過通告，讓家長掌握實際情況及提醒家長和學生注
意健康，提高防疫意識。

  Ⅱ  校方會按衞生署指引進行全校性和加強清潔及消毒校園。
  Ⅲ 安排專用廁格及洗手盆供受影響之學生使用。
  Ⅳ  受影響之班別盡量避免使用中央圖書館、電腦室、視藝室

等公用教室及參與任何集體活動，以免交叉感染。

乙、預防新冠病毒病校園防疫措施
1.  在大堂安裝智能探測體溫器量度體溫。
2.  每天課後在校園每課室進行深層清潔及定期霧
化消毒。

3.  校內所有噴射式飲水器停止使用。
4.  在校園內張貼防疫口號和注意事項。
5.  全校課室的座位以單行編排。
6.  盡量避免進行校外參觀和探訪等活動。

丙、使用安心出行
1.  為確保預防新冠病毒調查持續高效，保障全校教職
員、學生健康和安全，校方自11月1日起執行使用
要求全校教職員每天出入校園時必須下載及使用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2.  校方為確保有關措施暢順有效，每天特別安排教職
員於側門協助家長使用「安心出行」進入校園。

3.  每天到校接送學生的家長及其他需要進出校園時也
必須下載及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4.  在新安排下，12歲以下、65歲或以上人士，以及難
以使用「安心出行」的殘疾人士可獲豁免，惟他們
進入校園時必須填寫表格，登記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首四位數字或字母、聯絡電話號碼、到訪日期和
時間，並須按教職員要求展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作核
實，而職員並會致電核實聯絡號碼。

5.  有需要時，教職員也會因應個別人士的實際情況，
予以豁免或酌情處理。

6A胡洪熙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2020-2021年度深水埗官立小學畢業生，我非常榮幸能入讀理想中學。
我能順利入讀理想中學，全因為得到「深官」老師們的盡心盡力的教導。時光如白駒過隙，六年

小學時間很快就結束了。這六年裏曾教導我們的老師有很多，記得一次常識科小測成績不理想，戴老
師用自己的課後時間幫我補課，辛苦了一整天的您還是留下來耐心地為我溫習，我非常感動。還有我

們的班主任—王sir。王sir雖然是男教師，但他是個非常細心、盡責、嚴厲的班主任。王sir也是我們的數學老師，每次遇
到難題或者不理解題目時，您不但沒有批評我們，而且為我們細心講解和分析各種題目。每當我們明白後，您臉上總會露
出燦爛的笑容，開心地笑了，還會苦口婆心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只有我們多讀書，才能終生受益，謙虛使人進步，遇到
困難不要放棄。十分多謝各位老師的循循善誘。

六年小學生活，每位同學都感到格外親切，慢慢了解他們的脾氣性格⋯⋯你們陪我走過多少的春夏秋冬。

老師，同學們，你們辛苦了。非常感謝您們這些年的循循善誘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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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曾郁蕓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大家好，我是曾郁蕓，是2020-

2021年度深水埗官立小學的畢業生。
我十分榮幸能入讀迦密主恩中學。

我能順利入讀迦密主恩中學，全
靠小學老師們的教導。由於疫情的
關係，我和同學的學習進度大不如

前。幸好有老師悉心教導，才令我們能更專心地學習，
更珍惜來之不易的課堂時間。

在小學六年的生涯中，我認識了不少朋友。他們會
在我傷心時安慰我，一起陪我聊天。也會在我開心時一
起笑一起鬧。

現在的我升上中學了。時光靜走，青蔥歲月，彈指
間作業稚氣懵懂的樣子，也被時光淘光得恍如兩世，成
功與否，都會記得老師經常叫我們要有好的人品，好的
人品往往比才能重要，厚德載物，使我們走得更遠。

6A安夏漾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時間白駒過隙，眨眼間

歡樂的小學時光過去，我已
從深官畢業了。天下沒有不
散的宴席，還記得剛進校園
那是懵懂的我，如今已經成長為一位意氣風發的
少年，而這都要感謝母校的悉心栽培。

小學生涯中，有很多令我畢生難忘的時刻。校
園濃郁的學習氛圍，舒適的學習環境，讓我暢遊
在知識海洋裏，學以致用。一塵不染的黑板，認
真教學的老師，校園郎朗的讀書聲，操場上同學
們的身影⋯⋯這一切都構成了我人生第一幅令人
尋味的圖畫。

在這裏，我認識了很多知心好友，我們在學
校互助互勉，一起進步，一起成長。在這裏，得
到老師的悉心教誨，他們循循善誘使我知禮守規，
學懂尊師重道。辛勞的老師們花了無數的心血在
我們的身上，讓我們能廣闊眼界。在此，我想感
謝同學們和老師們，是你們讓我的小學生活變得
多姿多彩。

感謝母校，您如同泥土一般給予我營養，使
我健康成長。如今，我踏入中學的校門，但我決
不會忘記那曾帶給我歡樂，令我擁有珍貴回憶的
母校。

即將離別之際，我再次祝願同學們前程似錦，
祝願老師們工作順利，祝願母校再創輝煌！

6D沈思其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我是

2020-2021年度深水埗官立小學的
畢業生，感恩我可以升讀基督教

崇真中學！

我能夠順利升讀基督教崇真中學是我的榮幸。
我要在此感謝「深官」的老師們在我的小學期間盡
心盡力的教導。老師們不僅教授我們課本上的知
識，更教會了我們如何與人相處，更讓我明白在生
活中人與人相處的技巧更重要。除此之外，老師也
常常告訴我要有禮貌與懂得包容和關愛別人。上了
中學後我也會謹記老師們的教誨並傳承下去。

各位同學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在「深小」學習
的日子，緊記老師的教導，大家一起努力學習。我
會在中學等著大家的來臨，加油！

6A林逸聰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各位師弟師妹大家

好！我是 2020-2021年度
深水埗官立小學的畢業
生，感恩我可以升讀保良
局唐乃勤中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間六年的
小學生活過去了，這六年來「深官」這個
大家庭的老師對我們循循善誘，耐心教導，
讓我們學到不少的做人道理和知識，師弟
師妹們啊！你們能在「深官」學習是你們
的福分，你們要好好努力啊！我會在中學
等著大家，延續「深官」的精神。

6B趙詠芝
2020-2021年度畢業生
各位師弟師妹大家好！

我是2020-2021年度的六年級
生。我很快就要畢業了。我十
分榮幸能入讀五邑司徒中學。

我能順利入讀五邑司徒中
學，全靠「深小」老師們的教導！由於疫情的
關係，我經歷了半年的網上授課。「深小」的
老師盡心盡力地為大家提供教材，以便我們適
應網課。

各位師弟師妹，你們要好好珍惜在「深
小」的日子，緊記老師的教導，大家一起努力
學習。我期待你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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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