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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姓名 職位 代表級別

謝玉玲女士 編輯 中六級

譚少珊女士 秘書 中五級

李婉儀女士 主席 中四級

曾宏興先生 司庫 中三級

陳瑞琛女士 活動 中二級

周麗儀女士 總務 中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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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教師委員

副主席 梁冠芬校長

秘書 陳群梅副校長
司徒靜怡老師/

鄭敏之老師

財政 陳素麗主任 羅悅心主任

活動 傅競揚主任 吳玉珊主任

總務 吳宏業副校長 黃衛玲主任

編輯 鄭志成主任 何婉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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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本人是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亦是本年度學校的替代家長校董，4B班家長Elaine。自2016年加入家教
會大家庭以來，好高興在各項的工作坊中認識許多關心子女成長的家長，從中我們更可以交流親子相處的經驗。

由於受疫情的影響, 我們下學年活動大部份未能進行, 感恩我們也可以順利完成了12月的「性格透視工作
坊」、1月的「賀年糕點工作坊」、恆常的午膳監察、優質家長進修學
院、家長也敬師活動及「口罩有餘籌募計劃」等。「家校合作」使活
動得以完滿舉行，實在感謝梁校長、陳副校長、吳副校長及各位老師
的支持。同時更不少得的是執委及家長義工們的協助, 以及家教會顧
問：Ms Wen、 林太、胡太及Wicky的寶貴意見。

為迎接家教會成立二十五周年銀禧慶祝活動, 家教會會努力籌備更
多活動, 歡迎各家長一同參與。 展望家教會繼續與家長同行，一起為

我們子女健康成長努力，發揮「 家校合作」的精神。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突如其來的疫症一下子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節奏，在物資不乏的香港，從前一份唾手可得的日用品，當下變成
得來不易的一錠金子。面對前所未見的不穩定，無人不感到焦慮担憂。

疫症提醒我們，健康樂觀的身心靈至為重要。本學年學校的生命教育以「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為主
題，希望培養學生感恩惜福的價值觀。家長教師會更以身作則，為同學在疫境中輸出正能量。

正當學校為籌集抗疫物資努力之時，原來家教會一直默默守護信
義每一位師生。除了特意親手製作薰衣草味的酒精搓手液，送給老師
抗疫外，還與校友會合辦「分享就有餘口罩籌集計劃」，為本校文憑
試考生及有需要的同學送上抗資物資，在資源不足之時，實踐彼此分
享的正向精神，為信義人樹立榜樣。

我相信得到大家的愛護，無論面對多大的風雨，同學們定能迎難
而上，茁壯成長， 並且將這份信義情，推己及人，成為地上的光和

鹽，為神的榮耀作見證。

家教會主席的話

校長的話

第二十四屆家教會執委第二十四屆家教會執委

校監:余瑞堯長老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學校教育部部⻑) 校⻑:梁冠芬先生  校監:余瑞堯長老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學校教育部部⻑) 校⻑:梁冠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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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 梁冠芬校長、家教會主席李婉儀女 （左起 ） 梁冠芬校長、家教會主席李婉儀女 
士、前家教會主席譚少珊女士士、前家教會主席譚少珊女士



2019-2020 第二十屆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乃本校每年的重點家長工作，至今已籌辦第20年。計劃的目的旨在
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效能和創造家校合作的雙贏局面。

單元 日期/時間 題目 出席/回應

一
3/10/2019(四) 
晚上7:30-9:30

打機與親子關係
100%出席家長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 了解網絡世界對子女情緒健康的影響
2. 認識如何協助子女建立良好的使用網絡態度

二
7/11/2019(四) 
晚上7:30-9:30

自主學習我有法
100%出席家長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 了解青少年缺乏學習動機的原因
2. 認識處理子女學習問題的方法

三
5/12/2019(四)
晚上7:30-9:30

拒絕親子間的情緒勒索
100%出席家長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 認識何謂情緒勒索，以及如何擺脫情緒勒索
2. 探討如何建立情緒界限及正面親子關係

四
9/7/2020(四)
晚上7:30-9:30

管束與放手之間平衡
100%出席家長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 探討青少年子女的成長需要
2. 認識如何在管束及放手之間作出平衡

五
16/7/2020(四)
晚上7:30-9:30

引領孩子建立正面價
值觀

100%出席家長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
1. 認識如何協助子女建立正面價值觀
2. 探討子女於理財、時間管理等成長需要之價值觀

畢業禮畢業禮

2019-2020 第二十屆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

是次講座讓我學會在子
女成長中要給予他們責
任、機會和適當的自
由，不要將孩子和其他
人比較，而語氣温和和
給予鼓勵的說話都是十
分重要的。

家長都需要了解子女的
遊戲世界，也需要學懂
一些網絡遊戲知識，以
便與子女有更良好的溝
通，其實這也是與子女
溝通的一個好方法。

參與講座後，我明白
作為父母不是甚麼也
是對的！父母與子女
的關係和溝通，需要
大家一同付出和努
力。

我會在日後的親子相處中應用今
日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巧，如多
聆聽、少批評、多讚賞，還要建立
大家共同話題、發掘彼此興趣。亦
可一起參與戶外或打機以外的活動 
，平衡生活，忌常提學業、成績
及與同輩比較，也不應過份讚賞。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性格透視工作坊性格透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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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糕點製作工作坊賀年糕點製作工作坊

與子女同心同行-與子女同心同行-携手邁出生涯新一步專題分享携手邁出生涯新一步專題分享

家長們一起製作糕點家長們一起製作糕點

老師與家長們齊合照老師與家長們齊合照

校長與家長們在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校長與家長們在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 美味的蘿蔔糕美味的蘿蔔糕

2019年11月9日的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本校邀請了香

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蘇育欣博士，蒞臨本校作家長

專題分享──「與子女同心同行-携手邁出生涯新一步」。蘇

博士的研究工作包括：為人父母的歷程、家長教育、家長焦

慮等。講座內容圍繞父母在子女成

長的生涯規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分

享如何與子女同心，陪伴子女共創

人生路。蘇博士專業的知識、感人

的分享，啟發在座家長反思，可謂

獲益良多。

為了讓學生增加對自己的認
識、了解個人的偏好、處事作風及性格取
向，本校每年都會舉辦性格透視工作坊予
高中學生。家長們為了與子女拉近距離，
改善親子關係，更一起回到校園，學習共
同語言，促進與子女的溝通。



家長專題
家校齊心 抗疫有法

網上教室

網上評估

網上學術週

網上課外活動

提供居家學習和抗疫的各式支援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開始在香港爆發，由2月開始政府宣布停課，呼籲社會大眾在家抗
疫。而隨着疫情惡化，復課日子遙遙無期。政府鼓勵學校「停課不停學」，利用不同的學習模式，
讓學生在家仍能有系統地持續學習，信義中學的師生又如何響應呢？

隨着長時間停課，不少學生的生活作息時間都改變了。為了讓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作息時間和保
持積極的學習態度，我校在2月中開展網上教室，進行ZOOM實時網上教學。由校方擬定特別上課時
間表，每天有三節課，一週課程能涵蓋中英數及各術科。網上授課有助老師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
和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為了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下午則安排自主學習時間，老師會就教學內
容拍攝短片和製作不同的課業教材，讓學生自學，完成後上載至POWERLESSON，供老師批閱。

停課期間，我校進行了兩次網上評估，讓老師更清楚了解學生
的學習效能和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以便調適教學策略。

為了提升學生對不同學科的興趣，延伸學習，每年各學科都會舉
行學術週。本年下學期原定舉行的學術週，包括社科週、中文週、科技
科學週、宗教及感恩節等，因應疫情改以網上進行。活動同樣多元化，
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也能參與，涉獵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

疫情期間，學生保持強健體魄

至為重要。我校課外活動組在停課

期間，繼續安排網上課外活動，例

如舞蹈班和足球班，讓學生在家抗

疫期間，仍能有機會進行體適能的

訓練。

疫情洶洶來襲，許多家庭都未能即時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的配套
硬件。有見及此，我校積極為學生提供相關支援，除借出兩部平板電
腦給有需要的學生，更透過「在家學習平板電腦支援計劃」，送出兩
部 Lenovo平板電腦予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同時又透過「在家學習網
寬支援計劃」，合共為學生提供了247張流動上網卡，讓學生在家中
進行網上學習。

為令家長和同學安心在家抗疫，我校亦向近百個有需要的家庭派
發「紅十字會防疫包」、「賽馬會防疫包」，提供抗疫物資如口罩、
酒精搓手液、漂白水等，貫徹家校合作的精神，攜手抗疫。

 網上評估網上評估



家校齊心 抗疫有法

家長分享：支援師生  同心抗疫

家長分享：在家抗疫的日子

2020年，相信
是香港莘莘學子最難
忘的一年，也是家長
最傷腦筋的一年，因
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
課四個月。停課期間 
，學校破天荒開展網
上授課。身為姑姐，
當然十分支持停課不
停學，但同時亦非常擔心姪女會花太多時間上網及打
機，影響身心健康。

因此我特意設計一些活動，與姪女一起善用停課
後在家抗疫的時光。每天早上姪女須按學校時間表進
行ZOOM的網上課堂。下午的課餘時間，我會和她在
家一起運動健身、一起做家務，也會跟她分享有趣的
Youtuber視頻，盡量令她的停課生活變得有意義。

疫情停課可能對姪女學業帶來一些影響，但四個
月朝夕相處的時光，讓我更加了解她的成長需要，促
進我們之間的姑姪感情，是寶貴的得著。

2D 陳凱琦姑姐 (陳瑞琛女士)

2020年1月尾新冠肺炎在全球迅速蔓延，全港學
校停課，市面上抗疫口罩及消毒物品供應亦見短缺。
為使正在準備文憑試的中六同學可以安心應考，家教
會和校友會遂於3月中合辦了「分享就有餘口罩籌集計
劃」。感謝校友和家長們的踴躍捐贈，很快學校便籌
集到足夠的口罩供中六的同學應考文憑試。校友和家
長們旋即分工包裝抗疫物資，趕及中六學生回校取准
考證時派給他們。

中六文憑試在疫情中開考，作為家長，理解同
學忐忑不安的情緒，希望盡點點綿力，送上小小的心
意，沿途為同學們加油打氣。此外，作為家長，也非
常感謝老師們在疫情期間開展網上實時上課、設計網
上自學教材，讓學生停課不停
學，繼續保持積極學習的態
度。為此，復課在即之時，家
教會特意安排了「家長也敬
師」活動，親手製作薰衣草味
的酒精搓手液，致送給每位老
師，答謝他們疫情期間的默默
耕耘。家長們亦希望送上絲絲
暖意，為正在忙碌準備復課工
作的老師打氣。總之，家校同
心，發揮信義「團結就是力
量」的精神，便是抗疫的良方。

3D 李建航媽媽 (譚少珊女士)

2020年春節
開始，香港的新冠
肺 炎 疫 情 漸 趨 嚴
重，學校開始了停
課 安 排 ， 我 也 展
開了漫長的留家工
作日子。說實在，
我已很久沒有試過
這麼長時間與子女
朝夕相對。起初以
為疫情很快便會過去，但怎料疫情並沒有減退的跡象，
反而在世界各地蔓延開去。我一方面在家處理繁重的工
作，一方面為家人張羅抗疫物資。而子女在疫情期間，
不須上課，看著他們終日悶在家裡，又不放心讓子女離
家外出活動，作為父親的我，著實擔心如何幫助他們善
用停課日子而不至於虛度光陰。可幸，停課不久，學校
已有網上學習和活動的安排，令子女得以停課不停學，
我才稍稍寬心。

待疫情稍緩，有一次教會的朋友約我午膳，眼見子
女已多日未有外出，我便帶著他們一起跟朋友在離家不
遠的餐廳共進午餐。在開闊舒適的環境下，大家吃吃喝
喝，談天說地，彼此關心問候，在愉快的氣氛下，歡聚
兩個小時。而子女則一解多日困在家裡的悶氣，懷著愉
快的心情回家。

有一次，兒子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走來問我，可否
讓他參加學校羽毛球隊的練習，我看著他渴望的眼神，
不忍心拒絕，便答應了他，讓他外出參加練習。到了那
天，我始終不放心讓他自行外出，便陪他一起前往羽毛
球場練習。雖然我只在場邊開著手提電腦工作，在兒子
差不多要休息時為他買飲料，但這默默的陪伴、無聲的
支持，讓我們都享受了一段愉快的親子時光。

現在回心一想，雖然在疫情中，我並沒有刻意安排
特別的親子活動，但看似平淡的生活中，總會感受到彼
此的關懷和體諒，這便是我和子女在疫情中的日常，也
是我們親子之間珍貴的回憶。

3B 曾頌沛爸爸 (曾宏興先生)

家長分享抗疫物資家長分享抗疫物資



2019-2020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奬學金2019-2020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奬學金

2019-2020年度同學獲奬記錄表2019-2020年度同學獲奬記錄表

2019-20本校同學獲奬資訊2019-20本校同學獲奬資訊

本校一直重視發展學生的多元才
能，鼓勵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校外比
賽。雖然本年度受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上課日數不多，但學生仍積
極爭取機會參與活動和比賽，表現優
秀。

本年度學生於學術及藝術範疇共獲
得113項奬項；而在體育發展、社會服
務、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則分別取得83
項、3項及71項奬項；奬學金或傑出學
生選舉方面，則獲得21項奬項。獲奬類
別中有56項冠軍、11項亞軍及15項季
軍。總計全年一共有291項奬項。

同學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認同和肯
定，在下列同學專訪中，我們可以了解
這些優秀學生同學的反思及其家人的心
聲。

組別 範疇 班別 學號 學生姓名 提名老師
初中組 音樂 3A 14 李浩然 吳冰沁

初中組 音樂 3A 22 蘇潔仟 吳冰沁

高中組 音樂 6E 3 陳姵岐 吳冰沁

高中組 音樂 6E 24 王濤 吳冰沁

初中組 視覺藝術 3A 9 招曼瑩 司徒靜怡

初中組 視覺藝術 3D 5 張芷欣 林麗嫦

高中組 視覺藝術 5A 19 列小琳 傅競揚

高中組 視覺藝術 6E 21 徐靖雯 傅競揚

初中組 資訊科技 3A 14 李浩然 曾慧芬

初中組 資訊科技 3A 28 黃子俊 高超塵

高中組 資訊科技 4E 23 黃詩詠 陳錦添

高中組 資訊科技 4E 27 胡震雄 陳錦添

初中組 語文  1A 26 黃紫鈴 林純一

初中組 語文  2A 30 胡梓茵 羅悅心

高中組 語文  4E 14 LIMBU NUROM JANIFOR 司徒靜怡

高中組 語文  5A 2 陳積浩 蔡瑞鳳

初中組 領袖才能 3A 27 謝嘉怡 鄧文翎

初中組 領袖才能 3B 27 蔡澤明 司徒靜怡

高中組 領袖才能 5A 31 余紀因 何祖銘

高中組 領袖才能 5B 24 蕭佑男 陳素麗

初中組 體育 3A 25 湯榮豐 司徒靜怡

初中組 體育 3B 26 曾頌沛 黃海珊

高中組 體育 4A 23 潘曉琳 蔡瑞鳳 黃海珊

高中組 體育 5A 26 蘇沛錚 黃海珊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全港中學中史研習獎勵計劃 高級組嘉許奬 5A鄭澤怡 6A林汶珊 6A梁子桐 6B王穎彤 

智愛中文閱讀平台 金獎（第一學期） 2A何凱盈 2E陳愷晴 4A潘永豐

亞軍 1A Kuiper William

季軍 4E Limbu Nurom Janifor

良好証書 2A陳建穎 2B周文焌

1A梁殷綯 1A盧凱欣 1A胡惠鐘

1A Kuiper William 1B陳毅姸 1B黃安琪

1C李智文 2A黃曉盈 2A陳熙雯 2A胡梓茵 

2A李彥雯 2A梁凱

2A盧凱俊 2A賴皓熙 2A丁晉丞 2B吳灌城 

2B鄧宇謙 3A謝嘉怡

3A蘇潔仟 3B黃凱琳 4A吳文希 4A李頴琛 

4B李忠憲  Limbu Nurom Janifor4E 

5A麥靖晞

油尖旺區校長會
1A蔡潔盈 1B李銘  1C何梓軒 1D張芊芊 

2A周創發 2B鍾俊弘

顯著進步學生獎勵計劃

Lor

2C林書宏 2D陳煒恒 2E繆迦南 3A李浩然 

3B梁詩琪 3C邵紫穎

3D胡秀頴 4A葉星辰 4B周汶禧4C何榮昌 

4D李佳雄 4E黃兆永

5A蘇沛錚 5B梁思穎 5C黃穎琳 5D徐子浪 

6A林卓穎 6B謝家偉

6C黎嘉銘 6D陳嘉喜 6E黃宇嵐

2A黃雅婷 2B譚美玲 2C馮寶賢 2C伍樂晴 

2C楊珞蓉 2D吳沚晴

2D曾芷君 3B鄭天慧 3C鍾凱桐 3D黃嘉儀 

3D馮䓪鳴

100米自由泳季軍

200米自由泳冠軍

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冠軍

男子甲組50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甲組50米胸泳冠軍

2A黃恩琳

學界游泳比賽 5B黃祺鈞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証書

顯著進步獎

香港真光書院籃球邀請賽2019 冠軍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項目 獎項 得獎學生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50米胸泳亞軍

男子50米胸泳季軍

男子100米自由泳冠軍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100米胸泳冠軍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50米胸泳季軍

女子乙組冠軍 4A潘曉琳

女子甲組殿軍 5C翁倩如

女子乙組團體總季軍
1A盧凱欣 1B黃安琪 2C楊珞蓉 3B鄭天慧 

4A潘曉琳 4D林依蓓

女子丙組亞軍 2A黃雅婷

女子乙組團體殿軍
1C梁麗娟 3B鄭天慧 3B梁詩琪 4A潘曉琳 

4B梁葆楹 4D林依蓓

女子丙組團體冠軍
1A陳盈 1D連凱琳 2A黃雅婷 2A黃恩琳 

2C馮寶賢 2D吳沚晴

女子團體殿軍 女子越野隊隊員*

觀塘「發現號」青年室內賽艇邀請賽 冠軍 5C黃俊昌

香港交通安全隊(學校隊伍) 總監特別嘉許 4E周俊豪 4E黃詩詠   KC Jason

香港紅十字會油旺區 最佳團隊冠軍 紅十字會青少年團隊員*

向老師致敬2019微電影創作比賽 優異獎
4D李佳雄 4E周俊豪 4E王良興 5A林建坤 

5B黎錦澤

嘉許證書 4E黃詩詠 5D關家駿

參與證書 4E 

葛量洪青少年制服團隊傑出服務獎 傑出服務獎 5A陳穎妍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高中組） 6E區嘉琪

初中傑出學生獎 3A曾逸沂

高中傑出學生獎 5A陳穎妍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嘉許狀 6C陳智軒 6C湯信華 6D黃俊樂

黃廷方獎學金 獎學金 4A林靜怡

傑出學生奬學金 5A陳穎妍 5A鄭澤怡 5D關家駿

優秀學生奬學金 4E黃詩詠 5A余紀因 5A柯凱桐 5B賴亭焮

2019-20港九學界越野比賽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油尖旺傑出學生獎勵計劃

第27屆聯校傑出學生選舉

4A潘永豐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長天學界越野之王長跑賽

5A

Limbu Nurom Janifor



優秀學生專訪

2019-20本校同學獲奬資訊2019-20本校同學獲奬資訊

      

3A 蘇潔仟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6E 徐靖雯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覺藝術）

蘇潔仟
當我知道獲獎消息後，我既興奮又好奇，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可以獲取音樂科的獎學金。喜

出望外之餘，還以為自己在夢境呢！因為我認為取得獎學金的學生都是十分優秀的，而我較專
注學業方面，所以沒有想過能獲取音樂方面的獎學金。雖然我喜歡音樂，但我相信仍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所以這筆獎學金正鼓勵我日後更加努力做好自己和爭取好成績，並努力裝備自己，
朝夢想進發。

蘇潔仟家長
當得知Anna獲得「音樂獎學金」的時候，我感到很意外和驚喜，也十

分欣慰。因為工作關係，我很少和Anna討論學校的學習情況。我知道她這
次獲獎，都是各位老師細心培育的成果。相信這次得獎對Anna是一種莫大
的鼓舞和激勵，因為她做任何事情都缺乏自信，希望她透過這次得獎提升
自信，也希望她繼續努力，獲得更好的成績，不辜負老師的細心教導。在
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

徐靖雯
首先，感謝學校、老師和家長的教導，讓我獲得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藝術）。本

年是我就讀信義的最後一年，發現自己最不捨的是視藝課。雖然修讀這一科要面對接踵而來的
功課、測驗、考試和補課，也要努力完成佔DSE 50%分數的SBA，而各位藝術人更要不斷開
發自己的小宇宙應對，但其實我十分喜歡這個為藝術而努力和奮鬥的自己。相信各位能找到屬
於自己的領域，發揮自己的才能，為未來投身不同行業作好準備。最後，再次感謝大家對我的
肯定和支持，將來我會在藝術的路上繼續前進，絕不辜負各位對我的厚愛。

徐靖雯家長 (母親　羅女士)
感謝各位對靖雯的支持和鼓勵，靖雯能夠在學校建立自

信，提升學習能力，找到自己的興趣並發揮所長，都有頼信義
中學各位老師的教導和培育，希望她將來能夠成為一個有愛
心、對社會有承擔和有貢獻的人。



前主席教授如何製作脆皮燒肉前主席教授如何製作脆皮燒肉 歡迎中一家長加入信義大家庭歡迎中一家長加入信義大家庭新鮮出爐的脆皮燒肉新鮮出爐的脆皮燒肉

中一家長迎新活動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午膳膳食監察

中六及優質家長進修學院畢業典禮

家長也敬師

分享就有餘口罩籌集計劃

家長執委與中一家長合照家長執委與中一家長合照

家長們正進行午膳監察家長們正進行午膳監察 定期檢視午膳供應商服務質素定期檢視午膳供應商服務質素家長們到班房詢問同學午膳飯盒質素家長們到班房詢問同學午膳飯盒質素

家長與班主任會談時間家長與班主任會談時間 校長與主席介紹家教會活動校長與主席介紹家教會活動頒發家長義工獎狀頒發家長義工獎狀

校長與兩屆家教會主席合照校長與兩屆家教會主席合照

老師們與家教會委員合照老師們與家教會委員合照

同心合力包裝籌集得來的口罩同心合力包裝籌集得來的口罩 家教會在分享就有餘口罩籌集計劃家教會在分享就有餘口罩籌集計劃
活動中為同學送上自家製抗疫物品活動中為同學送上自家製抗疫物品

小朋友也分發口罩小朋友也分發口罩 努力包裝口罩努力包裝口罩
為同學送上祝福為同學送上祝福

薰衣草酒精搓手液薰衣草酒精搓手液 快將復課，各位老師加油！快將復課，各位老師加油！ 校長和副校答謝家教會的心意校長和副校答謝家教會的心意

畢業典禮的嘉賓畢業典禮的嘉賓校長陪同家教會主席及委員授憑校長陪同家教會主席及委員授憑 家教會主席在畢業典禮前茶聚家教會主席在畢業典禮前茶聚

顧問： 李婉儀女士、梁冠芬校長、陳群梅副校長         資料搜集：藍素琴老師、鄭敏之老師、司徒靜怡老師、譚穎琦老師 
編輯及校對：何婉姿主任           總編輯：吳宏業副校長           設計及排版：黃炎偉先生

編輯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