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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我們與南海實驗
小學及鄭州中學附屬小學結為姊妹學校。

兩所小學不但學術水平高，而且各有特色：前者著
重學生的全人發展，尤其是在體藝方面；後者關注學生

的成長需要，提供適合個性發展的學習經歷。我們先後與兩
所小學進行交流活動，並善用學校的特色，為同學們提供豐富

多采的學習活動。在探訪南海實驗小學的三天中，同學們沉浸在
該校濃厚的藝術氛圍中；而在鄭州中學附屬小學的來訪時，同學
們有機會成為親善大使，接待他們，一起進行數學及音樂活動。
在活動中，他們不知不覺建立了友誼，同時也學會了與人相處及
溝通的技巧，與人分享的樂趣。
  另一邊廂，本年學生的學習活動更精彩、更多樣化。老師

喜見同學們樂在其中，CYStar的設立，充份展示同學們的藝
術細胞；泳隊在東華三院聯校水運會及青衣區水運會中，

成績更是大躍進，令人深感欣慰。深盼同學們能繼
續努力，享受學習樂趣之餘，在其他方面再

創高峰。

學習樂滿FUN

校

長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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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四年級的探究實驗加入編程的元素，
同學在資訊科技課裏先學會編寫基本的程式，
再配合常識科課題《運動的好處》製作「智能
計步器」。同學先找出校園裏可以供同學於小
息時散步的路線，並找出哪條路線的運動量最
高，以鼓勵平日較少做運動的同學積極做運
動。同學們猜猜答案是甚麼？

啟發探究精神，彰顯科技潛能

本年度各級的探究主題：

一年級 自製竹蜻蜓

二年級 手搖纜車

三年級 自製溫度計

四年級 智能計步器

五年級 立體電動船

六年級 凸輪玩具

  本校積極推動STEM教育，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以培養他們
對科學的想像力和實作能力，因此3月23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科技活
動日。各級學生就不同的主題進行預習、小組實驗、模型製作及匯
報，學生表現投入，享受「動手做」實驗的樂趣。

二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一年級

認真匯報

學 習 多 樂 趣

六年級

學 習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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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d our English party day on April 24th. The theme was 
Robin Hood, a story about Robin who robs the rich to help the poor. 
The drama show was a fun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with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 principal taking part.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mselves, sharing a laugh and eager to provide responses.
  The day also included a fashion show.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dress up as Robin Hood, princesses or forest animals. 
Five students from each class were chosen as models, they wore 
their home-made costumes and did the cat walk on stage. They also 
acted out the lines of the character.
  We also had game booths and an obstacle course for students. 
We created 3 booths run by students, and there were 2 more run 
by parents. The children enjoyed the games, especially the shooting 
game. The obstacle course enabled the students to use their gross 
motor skills to navigate the course, letting them practice balance, 
agility, and speed. The games and obstacle course were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required the players to speak in English.
  Students made a handicraft target for a shooting game in 
the classrooms. The designs were very creative. The upper level 
students were able to use tablets, to answer a quiz about the story. 
They were eager to use the tablets. Overall, the day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we look forward to next year’s English Party Day.

English Party Day

Even Miss Mah turned into 
Robin Hood!

Students acted out their 
characters on stage.

Students can practise their English during the games.

Students made their own targets 
and played a shooting game.

Students, teachers and our principal joined and acted in the drama show.

Get the kiss from the charming 
Maid Marian!

學 習 多 樂 趣

多 樂 趣

Students wore their hand-made costume and joined the party!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do a 
quiz on the tab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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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陳智樂

  能夠在畢業前有機會參加這個難得的交流
活動，實在很難得。這三天行程緊密，一個接一

個不同的藝術體驗，總是覺得上課的時間實在太
少了。最大的挑戰，是當我知道要代表同學於分享

會中分享感受時，我的心情十分緊張，同時又感到很榮幸。最
後，這個小小的分享還是在歡笑中完成了，還獲得大家的熱烈
掌聲呢！這次活動，我又成長了。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驗計劃：
南海實驗小學藝術之旅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推行的「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
流試驗計劃」，希望透過此計劃，加強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促進
文化交流、擴大學校網絡、提升教師專業水平以及擴闊學生視野。
  經教育局及東華三院的協助，本校與佛山南海實驗小學締結為姊
妹學校。由2017年10月開始，兩校已進行了4次交流活動，包括本
校全體教師往南海實驗小學探訪。而兩校的學生也曾透過視頻會議互
相認識學校、東華和南海的歷史文化。45位南海實驗小學的師生於2
月中曾到訪本校參與課堂及課外活動，而本校共36位師生，亦於4月
中往南海實驗小學進行了3日2夜的藝術交流活動。
  是次活動增進兩校師生彼此的認識。學生參與多元化的藝術活
動，包括管樂、陶藝、書法、版畫及爵士舞。本校學生在各活動中表
現出色，獲得南海實驗小學老師們高度的讚賞。更難得的是，在短短
的三天內，兩校學生一起排練及完成拍攝工作，參加「粵港澳姊妹學
校中華經典美文朗誦」比賽，並取得佛山賽區的金獎，為這次活動錦
上添花。期望日後兩校能有更多合作及交流的機會，建立更深厚的友
誼，推動兩校的發展。

第一天 第三天第二天

兩校師生在南海實驗小學校園大合照

從合作中建立友誼

老師悉心教導同學
做版畫

藝術家也會動起來呢！

五年級 李芷怡

  我感到很榮幸能夠被挑選參加這次南海實驗
小學交流之旅。這三天充滿意義。上陶藝課，拉
近我和新相識朋友的距離；上書法課，讓我認識
篆書的特色；上版畫課，動手做過才感受到製作版
畫並不簡單。最有趣的，是平日少運動的我要跟老師學習節奏強
勁的集體舞！我們這班愛藝術的小伙子，跳起舞來卻有點雞手鴨
腳，雖然教人哭笑不分，但樂在其中呢！

六年級 鄭振豪

  這次交流活動的行程十分豐富，我們有機會
進入南海實驗小學的校園，與那裏的同學一起上
課，使我十分興奮。我最喜歡上陶藝課，原來一
件看似困難的事，只要集眾人之力，是沒有不可能
的，我們很滿意一起創作的巨型雕塑，可惜現在只能在相片裏欣
賞了。再一次感謝老師們給我機會，讓我大開眼界！

五年級 曾偉淇

  這 次 交 流 為 我
創造了很多個「第一

次」，比如第一次學雕
刻版畫、第一次做陶藝、

第一次跟同學度過兩個晚上……我還
結交了不少南海實驗小學的朋友，大
家分享自己的興趣。我有機會參與朗
誦比賽，起初大家在準備不足的情況
下出現很多失誤，幸好大家都很努力
練習，最後在短時間內順利完成。這
次交流不僅令大家受益匪淺，還留下
很多美好的回憶呢！

藝 術 無 疆 界

our super fans!

難捨難離的一刻

自選興趣班，手工藝仍是
我們的首選！

我的作品漂亮？
六年級 周楚瑶
  這次姊妹學校交流之旅，我不但認識了很多
新朋友，而且還學到了不少知識。其中我最喜歡

的活動是書法，我們學寫篆書，原來站起來寫大
字，真的別有一番意義，過程中也讓我對中國書法

更感興趣！我要感謝老師們安排這次交流，讓我增長見識！

五年級 黃晞宜

  我很高興可以參與這次交流活動。那裏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和藹友善。我們嘗試了很多活
動，有管樂及敲擊樂合奏、舞蹈、朗讀、書法、陶藝、版畫……我們又有機會遊覽嶺南新天
地，參觀那裏的特色建築。我要感謝這所小學師生們的熱情招待，更要感謝馬校長、老師們
在旅程中的貼心照顧呢！

六年級 蔡蕙蔓

  雖然這幾天的行程緊迫，但我確實在南海實驗小學裏獲得不少知識。我
結識了很多新朋友、了解中國內地的教育方式、認識了不少南海的歷史和文
化特色……這次交流真令我獲益良多，大開眼界呢！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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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投入，發揮合作精神

四年級 黃念芝

  我覺得這個活動

充滿樂趣，我們既可

以接觸不同的音樂，又

學會利用日常用品創造樂

器，增加我們對音樂的興趣。我們的

演出經常獲得獎項，我覺得很開心、

很滿足呢！

四年級 陳冠文

  我已參加創藝作品展三年了，我覺得演員精彩的演出能讓
觀眾欣賞，看得投入。我很榮幸和開心能夠參與這個活動，希
望將來還有參演的機會呢！

  藝術車進入演森校園，你登上車未？
  香港博物館流動藝術車進入本校校園推廣一天的藝術
活動。本年度的主題是「字遊都市  •  寫出香港」，透過
參與工作坊和登車進行互動遊戲，讓同學探索藝術中的文
字世界。是次活動共有124名高年級同學參與，活動有趣
新鮮，同學們除了對中國書法和現代水墨創作有初步認識
外，還學會創作「三明治畫」呢！

音樂匯萃  學校創藝作品展2018

字遊都市·寫出香港：趣味互動「畫」文字

  由教育局舉辦一年一度的大型音樂活動《音樂薈萃‧學校創藝作品 
2018》旨在激發及推廣學校的音樂創作，並鼓勵學生透過多媒體形式進行創
作活動，以表達原創意念和從中獲得樂趣。本校已第三年參加此項活動，藉
此提供機會予學生發揮創意、提升演奏技巧和豐富演出經驗。今年很開心獲
得「最佳音樂銀獎」和「最佳演出銅獎」，再次多謝各位家長義工的幫忙！

創藝展潛能

繪畫新體驗

互動工作坊，體驗如何描述
藝術作品登上藝術車，遨遊虛擬的文字世界

學生作品

擴濶視野，感受不一樣的水墨藝術
  每年一度的Art Central成為香港藝壇最萬眾期待的
盛事之一，本校學生榮幸獲邀於展覽的第一天到現場參
觀來自全球頂尖畫廊的大師作品。除了感受濃厚的藝術
氣氛外，更可以參與工作坊，由藝術家教授如何用水墨的方法繪
畫樹木，感受不一樣的藝術體驗。看！我們的同學積極投入學
習，作品充滿童真和創意，還獲得導師和職員們高度讚賞！希望
同學們延續對藝術的熱枕，喜愛藝術，熱愛藝術！

六年級  譚嘉晞
  今次的畫坊使我獲益良多，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展品。部分展品比較抽象，但我們仍看得十分雀躍。最讓我印象難忘的，當然是水墨畫工作坊。畫樹，看似簡單，原來也需要基本功，老師悉心教導我們每個細節，讓我慢慢得心應手。我的作品不是最突出的，但很滿意。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參加這些活動啊！

藝 足 遍 校 園

六年級 鍾聲揚

  我 很 榮 幸 能 參
與 創 作 部 分 故 事 的 內
容 ， 還 有 兩 次 當 上 主
角的機會，與同學一同演
出，讓我發揮創意。今年我要畢業
了，有點依依不捨，希望升中後也會
朝著這個興趣繼續發展吧！

準備盛裝出場

燦爛笑容是自信的表現

四年級  莫穎蕎
  這個藝術之旅真讓我難忘！在短短的兩個小時裏，既可以參觀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品，又能親身體驗以水墨的方法畫畫，我要感謝梁老師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大開眼界！

五年級  梁卓喬

  今次是我第一次參觀
大型的藝術展，那裏的展
品很有趣，特別是那座會
發光的小型旋轉木馬，令
大家目不暇給。此外，我
們 有 機 會 參 加 水 墨 工 作
坊，跟着老師畫樹，我不
但學得快，還得到老師的
稱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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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級  江  朗五

年 級  黃 晞
宜

  本校致力發掘學生潛能，讓學生有展現個人才華
的機會。去年十月，CYStar展覽牆面世了，校園的
藝術氣氛頓時變得不一樣。還記得在上一期《青森資
訊》裏，我們邀請了第一位畫家邢佳欣同學分享繪畫
心得；不經不覺，半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小畫家已累
積到十二位了！同學們的風格各有特色，每次更換作
品，總會吸引同學們的注目，更成為他們討論的話
題。暑期快到了，期望同學們繼續多畫多創作，變成
一顆顆明亮的藝術之星！            

  本校「校園小記者培
訓班」的小記者於本年度先後參加了

三個訪問活動，獲益良多。
  於《與立法會議員暢談》的活動中，小記者

訪問了陳健波議員及參加教育導賞團。透過直接與議
員交談，加深對時事議題及議會工作的認識。

  小記者又被安排到訪高永文醫生診所進行訪問活動，
面對著只可在電視新聞上見到的大人物，小記者能夠大膽發

問，殊不簡單。高醫生與小記者們分享他的愛好、工作、醫
學知識、最欣賞的人物及家庭，讓同學們學習積極的處事態
度，以及盡力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最讓同學們興奮的，是安德尊先生於百忙中到訪本校，
跟全校同學進行「與名人對話」活動。「大王」風趣健談，

工作態度積極。他鼓勵同學們要努力
讀書，奮發向上，空閒時不忘要幫
助別人。另外，他也提點我們要
懂得保持身體健康，令心境愉
快呢！

五
年 級  李 芷

怡

三
年 級  張 曉

嵐

六
年 級  沈 曼

盈三
年 級  邢 佳

欣

二
年 級  陳 頌

雨

與名人談談話

演森畫家 CYStar

二
年 級  梁 俊

喬 二
年 級  石 凱

慈

才 華 展 光 芒

訪問高永文醫生

與安德尊先生對話

專訪陳健波議員

二
年 級  伍 芷

萱

演森畫家

二
年 級  李 恩

琦一
年 級  李 芷

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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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光榮榜
（獎項未能盡錄，完整版本請瀏覽本校網頁）

「第二十二屆日本浜松PIARA鋼琴大賽」
香港代表選拔賽 亞軍

五年級 黃晞宜
一帶一路國際才藝展演2018：西樂小組小學組 第一名

2017上海音樂學院國際打擊樂節
暨第二屆IPEA國際打擊樂比賽 第五名

The Little Yoloers：蔡蕙蔓／蔡蕙蕎／施純傑／
黃晞宜／盧祉澄／邢佳欣

第七十屆音樂節比賽
（另獲10個優良及6個良好等獎項，詳見學校網頁）
五年級 黃穎渝 鋼琴獨奏三級 季軍
五年級 徐曉兒 柳琴獨奏 季軍
四年級 莫穎蕎 長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亞軍
四年級 楊昊彥 小提琴獨奏三級 亞軍
一年級 程裕僖 鋼琴獨奏一級 亞軍

「音樂薈萃‧學校創藝作品」：
「最佳音樂」銀獎及「最佳演出」銅獎

蔡蕙蔓／鍾聲揚／蔡蕙蕎／阮珈琳／施純傑／李嘉盈／陳冠文／蔡子樂／
蔡芷晴／盧祉澄／莫穎蕎／楊昊彥／莫穎姿／陳柏喬／黃念芝／謝明江／
黎君泰／陳柏言／陳聖諾／蔡巧彤／葉恒之／郭柏希／李慧琦／秦子淇／
何胤熹／石凱慈／陳樂桐／梁芯瑜／周詠瑶／甘熹穎／尤晴榆／王 婕／

 歐陽昕言／陳垚鋾／郭茵怡／邢佳欣／鄭思語／葉泳潼／
English drama香港學校戲劇節2017/18—英語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李嘉豪／鄭思語／陳凱翹／成莉娜／莫穎蕎／李芷怡
第三屆青商杯港深舞蹈交流大賽 公開組

冠軍及公開組最佳合作大獎
成莉娜／吳司睿／周可瑩／梁家儀／李哲銘／陳奕彤／
方晴晴／周焯琳／謝凱怡／鄧皓軒／ 阮俊熙／馮文樂／

羅諾希／徐家杰／張芷琪／姚嘉穎／張宇軒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敲起我的小木鼓（瓦族） 甲級獎

成莉娜／吳司睿／周可瑩／羅俊彥／梁家儀／馮慧琳／
李哲銘／成莉雅／蘇嘉媛／羅諾希／徐家杰／姚嘉穎／張芷琪 

屯門國際標準及拉丁舞公開賽
四年級 黎君泰 青少年三項拉丁舞亞軍

三年級 葉泳潼 青少年五項拉丁舞季軍

第十八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四年級 黎君泰 

雙人喳喳喳第一名 及 雙人森巴第三名
三年級 葉泳潼
四年級 黎君泰 單人探戈第四名

三年級 葉泳潼 單人探戈第二名 及 單人牛仔第四名
英國黑池舉行英國NATD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四年級 黎君泰
十歲以下Silver & Gold Qickstep / 
Above Gold Rumba / Above Gold 

Foxtrot / Silver & Gold jive 第一名

三年級 葉泳潼 十歲以下Silver & Gold Qickstep / 
Above Gold Rumba 第一名

「振筆一呼齊環保」小學生中文寫作比賽 優異
五年級 施純傑

「全港第七屆弟子規演繹比賽」高小組 亞軍
鍾聲揚／黃念芝／姚嘉穎／徐熙敏／羅梓浠／李嘉盈／曾偉淇／李泳琳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另獲42個優良及19個良好等獎項，詳見學校網頁）

六年級 周楚瑶／譚嘉晞 小學二人朗誦粵語 季軍
四年級 姚嘉穎 小學三、四年級「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亞軍

三年級 邢佳欣 小學三、四年級「文獨誦普通話女子組」冠軍

二年級 唐梓渝 小學一、二年級英詩獨誦女子組 季軍 
首屆全港兒童粵普朗誦大賽 亞軍

三年級 邢佳欣

體育獎項

語言藝術獎項

學術獎項

科創獎項
STEM 「科學實驗教室」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優異獎

二年級 陳垚鋾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智能洗筆杯 優異獎

鍾聲揚／朱焯匡／沈天朗／曾芷怡／曾政搴／
張芷琪／李肇樂／陳熙媛／陳垚鋾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四年級 葉智康 男丙50米背泳及男丙50米自由泳冠軍
五年級 阮俊熙 男乙50米蛙泳冠軍及男乙100米蛙泳亞軍
五年級 王逸朗 男乙50米蛙泳冠軍及男乙100米蛙泳季軍

五年級 阮俊熙／李承哲／王逸朗／何星佑／方俊皓
四年級 梁曉斌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六年級 李慧澄 女甲100米蛙泳季軍及女甲50米蛙泳亞軍
青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四年級 葉智康
男丙50米背泳冠軍（破大會紀錄）
傑出運動員

男丙50米自由泳季軍
四年級 劉鎮邦／葉智康／劉鎮邦／陳今秋

三年級 何尚祐 一年級 黃幸良
男丙4X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五年級 阮俊熙 男乙50米蛙泳冠軍及男乙100米蛙泳冠軍
五年級 王逸朗 男乙50米蛙泳亞軍及男乙100米蛙泳亞軍

五年級 阮俊熙／王逸朗／何星佑／方俊皓
四年級 梁曉斌／徐家杰

男乙4X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男乙4X50米四式接力亞軍
男乙團體亞軍

三年級 馮綽藍 女丙50米自由泳亞軍
五年級 陳蔚楠 女乙50米蛙泳季軍及女乙100米蛙泳亞軍

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六年級 鄭伊婷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六年級 馮慧琳 女子甲組60米亞軍
五年級 李鈞宇 男子乙組60米季軍／男子乙組冠軍
五年級 王逸朗 男子乙組跳遠亞軍

五年級 李鈞宇／王逸朗／羅奕霖／陳榕星／馮文樂
四年級 梁曉斌 4x100米接力冠軍

三年級 馮綽藍 女子丙組跳遠亞軍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六年級 李慧澄 女子甲組擲壘球亞軍

六年級 周楚瑶 女子特組200米冠軍
五年級 李鈞宇 男子乙組60米冠軍／男子乙組冠軍

五年級 王逸朗／羅奕霖／陳榕星／馮文樂
四年級 梁曉斌 4x100米接力（破大會紀錄）

三年級 馮綽藍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粵港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 」查拳冠軍及刀術冠軍
鍾聲揚／彭 文／王逸朗／阮俊熙／陳冠文／黃念芝／陳柏喬／梁汶洛／曾芷怡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2017」
品勢個人組亞軍 
三年級 李俊曦

「葉紀南盃」小學足球邀請賽—碗賽季軍
羅奕霖／施純傑／曾晉暉／陳家寶／陳榕星／馮文樂／
李鈞宇／何文匯／胡嘉熙／何卓言／麥裕彤／曾康寧

表演藝術獎項

2017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英文 蔡芷晴／李誦賢／黃曉懿／姚嘉穎／鄧皓軒 優異

數學

梁爍坤／施純傑／阮俊熙／張澤儒／何星佑 榮譽

蔡芷晴／陳雅言／羅奕霖／李嘉盈／鄧皓軒／
黃晞宜／李芷怡／陳爊檒／梁家儀／李家富

優異

科學
施純傑 榮譽

李嘉盈／鄧皓軒／阮俊熙／李芷怡／蔡蕙蔓 優異

青衣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二年級 葉恒之／五年級 陳銘慧 品格行為獎金獎

三年級 馮綽藍／三年級 邢佳欣 體藝成就獎金獎

二年級 梁芯瑜 勇於服務獎金獎

六年級 周楚瑶 學業成績獎金獎

「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小學組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

 胡嘉熙／鄭礼彬／羅士淳／趙健坤／張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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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天地 活動花絮

家長興趣班

美味工房

美容護膚班

華服慶新春：福袋大發送

親子一天遊

馮麗珠女士 (一年級 蔡卓曈家長）

    轉眼間，我已做了九個月「午飯
姨姨」！看見一、二年級的小朋友吃
飯的情況越來越進步，感到十分欣
慰。最窩心的是他們很喜歡主動和我
分享當天發生的事，例如：「姨姨，
我有一隻快要鬆脫的牙齒呀！」、
「姨姨，你猜猜今天我吃甚麼？」感
覺就像多了很多兒女似的。
    其實，除了女兒需要適應小一學
校的生活外，身為媽媽的我也同樣需要時間適應。做家長義工，
最大的得著就是認識到一班來自不同年級的家長，可以互相分享
教育小朋友的心得，也是訴苦的好對象呢！另外，參加「家長學
堂」的課程，也讓我學懂如何處理自己及孩子的情緒。
    感謝這一年我和女兒能夠與周演森小學一同成長！期待新學
年更進一步！

陳燕女士（四年級 陳銘慧家長）

  轉眼間，女兒銘慧已是四年級生了，
至今還記得她第一次試穿小學校服時既興
奮又期待的表情。我不得不感謝一直耐心
付出愛心的老師們，陪伴女兒度過快樂的
校園時光。從最初學習規矩，以至待人接
物，銘慧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有不少進步，
懂得照顧自己和表妹，懂得用愛關心別
人，這點點滴滴，都令人珍惜和回味。
  作為媽媽，我很高興能夠於過去兩年
擔任家教會主席和家長校董。在參與會議

和討論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校長、老師、社工和家長們真心關顧
每一位同學的成長，校方一直為同學和家長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目的是為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我期望繼續為學校出一分力，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廖惠媚女士（一年級 蔡斯蓓家長）

  眨眼間，斯蓓差不多完成第一年小學生活了，由幼稚園
到小學的變化真的很大， 不論在思想方面或學習態度方面，
她都成長了不少。我要感激校方讓她有很多機會學習和參與
各種不同的活動。
  對於我，很高興能夠在這一年裏多次參與不同種類的家
長義工活動。 藉着這些活動，讓我更了解小朋友的需要和想
法，因此改善了我和女兒的溝通和關係，亦感受到學校關顧
學生各方面的需要。另外，我十分欣賞校方每當收到家長的
意見時，也會欣然聆聽並盡力改善，讓學校發展得更好。
  期望未來的日子，學生、家長和學校也在不斷進步。

家長心聲

編輯小組
顧問：馬詠兒校長
主編：梁婉玲老師
校對：吳淑儀老師
鳴謝：周燕心副校長、陳恒心主任、
 溫秀菁主任、吳夏虹老師、
 曾寶琪老師、葉靜賢老師、
 Mr. James 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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