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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沈校長的話 本校第三次榮獲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組織獎

五邑工商總會理事長歐陽永校董慷慨捐贈伍萬元給本校擴建活動室，

為家長及學生增添了一個新的活動場地。為表達謝意，本校特意邀請歐陽

永校董及五邑工商總會首長蒞臨主持「歐陽永活動室揭幕典禮」。

此外，本校得到陳錦臺校監及創校校長劉潔明女士各捐贈三

萬六千元成立獎學金，以獎勵在品行、學業及體藝方面表現優

秀的同學。我們亦在典禮中向捐款人致送感謝狀。

歐陽永活動室揭幕典禮

嘉賓到賀

大合照

歐陽永校董致辭

致送感謝狀予創校

校長劉潔明女士

一、二年級粵語集誦鏗鏘入耳

中樂團演奏氣勢磅礡

各位親愛的同學和家長：

我們一直秉持不斷自我完善為工作的座右銘，

本年度乘著房屋署為學校進行地下大堂地磚重鋪工

程的機會，我們重新規劃及美化了大堂，此外，亦

乘著留宿工友「梁叔」的榮休，我們亦利用這機會

改建宿舍，變為活動室，為同學和家長提供更多活

動的空間。而為鼓勵同學更加努力學習，本年度學

校亦增設了多項獎學金以獎勵在品行、服務及學業

有優秀表現的同學。最後，我代表學校多謝陳錦臺

校監、歐陽永理事長及創校校長劉潔明女士的慷慨

捐贈，亦多謝家長們支持學校的籌款活動，令我們

能有更多的資源持續發展。
沈耀光校長

本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共吸引了海

內外 27 個不同地區，超過 700 多

萬華人學生參賽。在是次大賽中，

本校同學共獲得 1 個

一 等 獎、2 個 二 等

獎、7 個三等獎及

15 個 優 異 獎 共 25

個獎項；而本校更

獲大會第三次頒發

分區組織獎，實在可

喜可賀﹗陸陳女士頒發

組織獎予沈校長

致送感謝狀予陳錦臺校監

致送感謝狀予歐陽永校董

歐陽永活動室揭幕儀式

懷舊金曲悠揚悅耳

陳錦臺校監致辭
女童軍列隊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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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題 機構 講者

1/11/2011
小班教學

（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

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

1/11/2011 學校人力資源管理 教育局 沈耀光

16/11/2011
校本課程的規劃、

實施和評估
教育局 鄭麗娟

分享會及交流課

家長會
本校於 9月

23 日（五）及

10月14日（五）

下午分別舉行

一年級及二至

六年級家長會，

班主任與家長

分享學生的學

習情況。梁主任

並為五、六年級

同學安排「升中選校」講座，而沈校長則介紹學校本年度的新

政策，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了解。

沈校長向家長介紹學校的新政策

為了增加家校的溝通，以及增進親子關係，本校特別於 10 月

8 日 ( 六 ) 於保良局大棠渡假村舉行小一親子日營暨家長會。家長

和學生都熱烈投入，玩得樂而忘返。

親子日營

在升旗廣場進行大合照大合照

校本課程的規劃、
實施和評估分享會

戲劇教育交流課 小班教學分享會

戲劇教育交流課

溫馨片段 !

各家長與學生十分投入親子遊戲
手拖手，圍圍圈 !

學生樂於玩彩虹傘

午膳時間到了，大家一同動手吧 !

本校於 10 月 31 日 ( 一 ) 參加了假五邑

工商總會學校舉行的第七屆屬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是

日主題為「教得精彩，活得健康」。當天上午，我們邀請了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葉建源先生為我們

主講「何謂小班教學及簡介提昇小班效能的六個教學原則」; 下

午，我們邀請了「教得健康支援中心」列明慧姑娘為老師們

主講「預防職業病」。是日講座內容非常豐富，老

師們都獲益良多。

本校於 10 月 6 日 ( 四 ) 舉行了第一次家長義工隊聚會，各家長

義工踴躍出席，場面熱鬧。

家長義工隊

第七屆屬聯校教師
專業發展日

沈校長代表向葉建源先生致送感謝狀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主禮 預防職業病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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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關愛他人、樂於分享的態度，本校於 9 月份舉辦「一

人一水果敬老行動」，委派各班代表把水果送贈予區內老人中心的長者。

在10月份亦舉辦「一人一蚊雞助養行動」，是次活動全校師生反應熱烈，

共籌得接近五千元的款項，全數善款將撥捐世界宣明會作助養兒童用途。

變身港孩Go!
近年，港孩現象已成為社會熱話，而香港的孩子更被標

籤為三低一族──自理能力低、情緒智能低、抗逆力低。

建基於此，本校特別將本年度的德育主題定為「變身港孩

go!go!go!」，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喚起同學對港孩現象的關注，

並立志變身成為一個三高的港孩。已舉辦的活動包括：

1. 月會：主題：高分低能

2. 急口令比賽

3. 港孩大變身主題曲歌唱比賽

4. 自律跳棋設計比賽

月會：自理能力大測試之綁鞋帶 月會：自理能力大測試之穿衣服
月會：自理能力大測試之摺衫

港孩大變身主題曲歌唱比賽

助養兒童資料

學生和家長捐贈水果的情況

學生送贈水果予長者

學生到老人中心進行探訪
設計比賽成績

組別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1B 丘倩兒 4A 盧穎欣 6D 楊凱竣

亞軍 1A 黃梓烆 3A 黃凱妍 5A 鄭藹澄

季軍 2A 黃志軒 3A 馮樂欣 6A 馮樂行

優異
2A 郭皓旻

2B 葉繕僮

3B 吳汶穎

3C 林靜宜

5B 梁柏林

6C 鄧嘉兒

歌唱比賽成績
組別 獨唱組 合唱組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4A 盧穎欣 1B 長期大律子組 4C 彤升王梁洛組 5B+6D 美聲組

亞軍 3B 鄭烷桐 2A 美少女組 3C 攪笑組 6C Dream Girl

季軍 3A 楊翱維 2B 港孩大變身組 3C 公主少爺組 /

急口令比賽

一人一水果敬老行動及一人一蚊雞助養行動

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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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班之領袖訓練
本年度，本校重整中英文科資優課程，在學術範疇之外，加入領

袖訓練及服務學習的內容，期望高能力的學生得到更全面的發展。除

了在課堂上進行團隊歷奇的活動外，我們更安排了「電波少年」體驗

活動，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要運用最少

的金錢由屯門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到元朗，完成老師交託的任務，

雖然過程中，每組都遇到不少難題，但同學都能一一克服，功成而歸。

為了讓幼稚園家長及學生更了解小學的生活，我

們特別在9月10日(六)舉行「小學生活體驗嘉年華」

活動，當天有一百多位參加者，氣氛十分熱鬧。

創意解難活動

同學分享糕點的情況 ,唔！好味呀！

最後一站：傳統粥店

嚐一嚐不同的傳統糕點

第二站：Ｂ仔涼粉
查一查究竟Ｂ仔是甚麼人

電波少年活動：一起乘車往元朗

「小港孩、大挑戰」攤位遊戲

故事王國

智激鬥特區

互動遊戲世界

英文科示範課

中文科示範課

繽紛藝墟

小導遊為嘉賓介紹學校設施

校本課程展覽

小學生活體驗嘉年華

第一站：恆香老餅家

看一看究竟餅家有多老

和一個老婆餅值多少
團隊遊戲訓練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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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好友「營」
本年度的五邑好友「營」於 11 月 11 及 12 日假西貢

北潭涌渡假營舉行，同學於營中接受了不同的考驗。一

至三年級的同學於日營中，接受了一連串的個人自理能

力評估，而四至六年級的同學則於宿營中，面對了團隊

合作的挑戰。

看我們的大坦克 !

 黑夜行動

 只要能同心協力，一定能夠成功 !

成功 !

以正確方法戴上校呔

以刀叉切食物
扭毛巾測試

三年級全方位學習活動

常識科每年都會為學生舉行全方位學習

參觀，學生透過參觀，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及擴闊視野。是次三年級參觀地點是嘉道理

農場，學生十分投入活動，積極學習。

學生忙於完成工作紙

我找的植物在哪裡？

學生正找尋工作紙的答案

學生留心老師的講解

穿好裇衫，並要扣好鈕子

學生正找尋蝙蝠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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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主題學習活動日花絮
「萬聖節」主題學習活動日已於 10 月 28 日 ( 五 ) 圓滿舉行。當日節目十分

豐富，學生透過不同活動加深對萬聖節的認識，提昇學生的創造力和思考能力。

同學們的驚嚇造型
同學們的海盜與美女造型

“Trick or Treat”

攤位遊戲 –Where’s 

the cat’s tail?Mr Holman 
的“facebook”

造型相當吸引

同學們扮的多手怪獸 老師也一起玩「扮怪獸」遊戲。

貓步比賽參加者正接受老師

訪問，以英語介紹自己。

嘩鬼大合照

Halloween
 Q and A

 及 How man
y 

candies i
n the jar

的得獎者

捉鬼敢死隊出動了！他們正在
拆解提示內容，找出小鬼所在。

攤位遊戲 – Halloween Hopscotch

攤位遊戲 – What’s in the 
box ？眼睛？很恐怖啊！ ( 不
用怕！只是去皮提子吧！ )

在化妝派對中，同學參加貓步比賽

攤位遊戲 –Halloween 
Fishing Game

小鬼躲在哪裏呢？

本年度，擁有 200 多位同學的五邑兵團拍大合照，他們分別是風紀、學術大使、閱讀大使及活動大使。找到你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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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旅行

聖誕聯歡會

本校於 12 月 20 日假大棠荔枝山莊舉行學校旅

行。 當天風和日麗，同學們於園內除了能夠親親

大自然外，又可以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穿梭繩網

陣、牛車漫遊、燒烤、集體遊戲等，最後大家也盡

興而回。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在一片聖誕歌聲

中，同學們共享一個歡愉的聖誕聯歡會，更能欣賞

不同班別的天才表演。

園前大合照
諧趣三人組

牛車田園遊古井難取水

勇闖繩網陣

燒烤樂趣多

合作踢毽子

親親小動物

魚兒樂悠悠

麻鷹捉雞仔

細細傾聽聖誕歌

活潑可愛小人兒

載歌載舞賀聖誕

活力體操難度高

鬼馬諧趣音樂劇

外籍教師真詼諧

同賀聖誕樂歡欣

聖誕合照笑盈盈

獻唱民歌渡聖誕

普天同慶聖誕樂
7



同心協力奪錦標
為取得勝利，大家必須團結一

致 ! 「同心協力奪錦標」令班中同

學互相認識，增進班中同學的感情，

對班的歸屬感自然增加 !

風紀就職及培訓
風紀一直是同學學習的楷模，為隆重其事，我們為風紀舉行了莊嚴的

就職典禮，正式接受校方的委任。

多元智能課

校長致訓辭。

五位風紀隊長與老師及校長合照。

由風紀隊長帶領宣誓。
風紀隊長致辭。

Yeah! 勝出了 !

我穿 !

 Give me N
INE!

看我收買了甚麼 ! 加油加油 !

為了培養低年級學生的自律及合作精神 , 本校安排一、

二年級學生上學期進行集誦訓練，下學期則參加小童軍訓練。

至於三至六年級學生全年共進行 4 類不同範籌的活動，藉以

發展學生的不同潛能。4類活動組別如下：

球      類：足球、乒乓球、籃球

藝      術：多元藝術、敲擊樂、話劇

科學與科技：科探尖子班、電腦遊戲設計、機械人設計

其      他：美食製作、集體遊戲、棋藝撲克遊戲

乒乓球

多元藝術

科探尖子班

電腦遊戲設計

美食製作

棋藝撲克遊戲

敲擊樂

機械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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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承接著去年的輝煌成績，本校學生本年度直至11月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23 項，亞軍 26 項，季軍 29 項，

殿軍 4 項，優異 45 項，合共 127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和各同學及家長分享。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學術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

一等獎 5A 關志聰 趙露儀老師

二等獎
畢業生 麥翠雯 李幸玲老師

畢業生 鄧卓瑤 鄭永慈老師

三等獎

3B 吳汶穎 程淑賢老師

3C 李翠瑩 李小萍老師

5B 郁浩賢 趙露儀老師

6A 馮嘉安 鄭麗娟副校長

6C 劉昌鵬 許詠琴老師

畢業生 張靖研 胡嘉蓮副校長

畢業生 譚柏恒 鄭麗娟副校長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

二年級男子組
冠軍 2A 郭皓旻 吳菁儀老師

粵語散文集誦小學

一、二年級
亞軍 一、二年級中文集誦隊

卓詠怡老師 

許詠琴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

五年級男子組
亞軍 5B 梁栢林 鄭永慈老師

粵語散文集誦小學

五、六年級
季軍 五、六年級中文集誦隊

胡嘉蓮副校長

葉明美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

三年級女子組
季軍 3B 李雪游 卓詠怡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

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B 蔡冰怡 李幸玲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

五年級女子組
季軍 5B 彭芷晴 鄭永慈老師

普通話詩詞集誦小學

一、二年級
優良 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李小萍老師

普通話詩詞集誦小學

三、四年級
優良 三、四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鄭美玲老師

英詩集誦小學一、 二年級 優良 一、二年級英詩集誦隊
李雪怡老師

呂雪玲老師

英詩集誦小學四至六年級 優良 四至六年級英詩集誦隊
周文斌主任

謝天賜老師

AMC 澳洲數學比賽 六年級
特優獎 6A 文樂偉

校外導師
優等獎 6C 溫頌熙

「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總決賽

(香港賽區 )
六年級組 亞軍 6A 文樂偉

希望杯總決賽 六年級組 銅獎 6A 文樂偉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屯門區 銅獎 6A 文樂偉 黃昭芸老師

第十五屆屯門區小學公民教育

常識問答比賽
 / 殿軍

5C 羅海宏 5C 梁文慧 5C 勞啟賢

5C 文泳芝 6A 文樂偉 6B 勞雪瑩 

6B 陳詩雅 6D 黃祉彥 6D 楊凱竣

尹麗儀主任

趙敏嘉老師

體育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女子甲組田徑隊

朱偉恒老師
及

羅志光老師

女子乙組跳高 冠軍 3B 李雪游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D 楊葹蕎

女子甲組 100 米 亞軍 6A 劉嘉敏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A 劉嘉敏

女子甲組 4x100 米 殿軍 女子甲組田徑隊

男子特別組 100 米 殿軍 6B 劉迪威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 E組 4X100 米 冠軍 女子田徑隊

女子 E組跳高 冠軍 6D 楊葹蕎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女子 E組 60 米 亞軍 6A 劉嘉敏

女子 F組壘球 亞軍 4C 王慧盈

男子 F組壘球 亞軍 3B 林煒晃

男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田徑隊

女子 E組跳高 季軍 6B 鄭雅文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6C 劉昌鵬

男子 E組 400 米 季軍 6B 蔡鈞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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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羅志光老師

及

朱偉恒老師

男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田徑隊

女子 E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田徑隊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6C 劉昌鵬

女子 F組壘球 季軍 4C 王慧盈

女子 E組跳高 季軍 6A 劉嘉敏

九龍城區第三十八屆田徑運動大會
男子 E組 60 米 冠軍

6C 劉昌鵬
男子 E組 100 米 季軍

小學友校

接力

邀請賽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新會商會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 女子組 4x100 米 亞軍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男子組 4x100 米 亞軍

女子組 4x100 米 殿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優異 乒乓球校隊 鄭永慈老師

邱子田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優異盃 亞軍 足球校隊 陳敬文主任

屯門區青少年足球訓練班暨足球大比拼 / 冠軍 2A 曹家健

校外導師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 季軍 2A 曹家健

少年游泳自我挑戰日

女

子

A

組

第一期 25 米胸泳 最佳成績

6D 黃祉彥

第一期 25 米胸泳 最佳成績

第一期 25 米胸泳 最佳成績

第一期 25 米蝶泳 第二名

第二期 25 米背泳 第二名

第三期 25 米捷泳 第二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

少

年

組

200 米胸泳 冠軍

6D 黃祉彥100 米胸泳 亞軍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青

少

年

H

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6D 黃祉彥
100 米胸泳 亞軍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離島區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6D 黃祉彥

九龍城區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6D 黃祉彥

2011-2012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 11-12 歲 50 米胸泳 亞軍 6D 黃祉彥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6D 黃祉彥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4X50 米四式接力 第三名 4C 溫冉瑜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小童組套拳 一等獎 4A 盧穎欣

精英跆拳道套拳比賽 / 銀獎 3A 羅晞彤

全港跆拳道正道館觀摩邀請賽 羽量級 8-10 歲 季軍 5B 黃欣桐

新城市點滴環島單車賽 / 亞軍 6B 蔡鈞樂

藝術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一等獎
2A 羅子峰 6A 馮樂行 6B 張智森 

6C 楊靖言 畢業生張焯杰

林嬋老師

二等獎

2A 黃志軒 2A 譚焯鍶 2A 白鎧渟 

2B 莫凱傑 3C 朱芷萾 5B 胡穎瑩

6C 劉穎琳 6C 鄧嘉兒

三等獎

2A 鍾健一 5D 黃卓琳

6C 池瀚庭 6C 許茹情

畢業生：王宙 徐紫菁 蘇珀樂

環境保護吉祥物手帕設計比賽 　 / 傑出獎 4C 黃光安

地球村 2011-2012 繪畫比賽 　 / 三等獎 6D 黃婉婷

青少年優秀藝術新人選拔賽 鋼琴兒童組 金獎 4A 鄧浩廷

校外導師

MF 音樂聯賽 6-8 級考試組 冠軍 4A 鄧浩廷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中樂兒童組 季軍 4A 鄧浩廷

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八級演奏組 季軍 4A 鄧浩廷

《新聲盃》中樂獨奏比賽
彈撥樂中級組 第三名 4A 鄧浩廷 6D 黃祉彥

彈撥樂初級組 第三名 6B 劉啟泰

中西器樂比賽 2011 　 / 優良獎 中樂團
劉婉玲老師

關子筠老師

家教會

名譽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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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家長教師會

會
訊 2011 年 12 月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1882   傳真：24642977   電郵：ccy-mail@hkedcity.net   網址：www.fdccys.edu.hk

本會於 2011 年 12 月 3 日 ( 六 ) 舉行「第五屆家長教師會第二次

會員大會」。是日除了會務報告，還公佈「家長校董選舉」及「第六

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結果。本會又頒發委任狀予吳子光先

生、鍾麗華女士及袁惠琛女士，以表揚他們對學校的貢獻。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

主席的話
本會於「第五屆家長校董選舉」共收到

選票 671 張，其中有 6 張廢票（投票率達

79%）。家長校董選舉結果如下 :

第五屆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踴躍出席

致送感謝狀予第五屆家長委員 致送感謝狀予第五屆教師委員

頒發委任狀予第六屆家長委員
頒發委任狀予第六屆教師委員

第四屆家長校董接受感謝狀
第五屆家長校董接受委任狀

名譽會員接受委任狀

第五屆家教會主席譚敏

潔女士向會員報告會務

兩年的家長教師會常委的任期屆滿了，在這卸任

的一刻，過去籌備活動的片段，不斷泛現在我的眼

前……

尤記得在農曆新年主題活動中，孩子露出一

張張的笑臉；在步行籌款中，家長和孩子並肩而行

的背影；在親子一日遊那天，每個家庭都玩得樂而忘

返的神情……這一切一切的情景都使我覺得家教會付出

的努力實在沒有白費。

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已成立了，本人衷心感謝各位參選人，付出了無私奉獻的心，

義務為學校、家長及學生服務，並衷心祝福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各位常務委員工作愉

快！

祝各位

身心安泰，家庭幸福 !

譚敏潔女士

家長校董 替代家長校董

章惠成先生 郭麗琼女士

吳子光先生

鍾麗華女士

袁惠琛女士

曾麗顏女士

羅瑩珊女士

家教會

名譽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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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委已於 12 月 3 日順利誕生了，名單如下 :

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簡介 

2011-2012 年度家長教師會
周年工作計畫

為了讓學生向教師表達敬意，我們特別

在 9 月 9 日舉行「敬師日」活動，當天各同

學齊集禮堂，除向老師送上親手製作的敬師

卡外，還與合唱團同學一起載歌載舞，齊聲

合唱「敬師頌」，場面溫馨。

敬師活動

為了提供機會增進家長

與子女之間的感情及慶祝中

秋節，本校特別於 8 月 29

日 ( 二 ) 舉行兩場親子冰皮

月餅製作班，家長和同學們

協力製造愛心冰皮月餅，場

面溫馨。

親子興趣班

家長教師會於本年度捐贈 $15,595 元給學

校，以用作添置「歐陽永活動室」的設備。

家教會捐贈

沈校長與及兩位副校長一同接受禮物

導師向家長及同學講解製法

家長及同學全神貫注製作冰皮月餅

你看家長和同學多合作

主席 郭麗琼女士
(4B 楊健聰家長 )

副主席 章惠成先生
(3C 章曉蔚家長 )

康樂 鍾愛芬女士

(1A 馮婉翹家長 )

總務 黃麗霞女士
(6D 張靖彤、

3B 張敬昂家長 )

聯絡 丁順友女士

(3C 李家偉家長 )

副主席

胡嘉蓮副校長

司庫

尹麗儀主任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秘書

許詠琴老師

教育

謝天賜老師

沈校長與家教會主席頒發最具心思及意義設計獎給丘倩兒及蘇文聰同學

合唱團為敬師日揭開序幕

同學與合唱團一同載歌載舞

胡家荃及鄭樂琳同學在四
至六年級組擔任小司儀

馮樂行及馮樂欣兩

兄妹在一至三年級

組擔任小司儀

本會在 10 月 6 日

舉辦舊校服捐贈

活動，活動除可支

持環保外，更能助

人。是次活動得到家

長的支持，為本會籌

得五百多元的經費。

日期 活動
3/12/2011 會員大會常務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

3/12/2011 家長日展銷會

18/12/2011 大型行山籌款活動

20/1/2012 農曆新春活動

21/2/2012 陸運會 -老師 /家長接力賽

3-4/2012 親子一日遊

7/5/2012 家長日展銷

7/2012 謝師會

7/2012 捐贈校服

全年性活動

學生興趣班

家長興趣班

出版第一期及第二期會訊

網頁更新

9/2012 敬師日

捐贈舊校服

康樂

劉婉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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