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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將軍澳靈實醫院合辦關愛社區活動：關愛「醫」+「學」。
透過 靈實醫院 醫院行政總監 徐德義醫生 到校為全校同學主持講座，以及五年級同學親身到靈實醫院探訪病友、與醫

護人員對話及參觀醫院各類設施，讓學生認識醫院裡不同職系和工作，從而學習關愛別人，學懂服務他人和尊重生命的意義。

親身到靈實醫院探訪，為病友表演，送上關愛

校長的話    
黃秀雯校長

學校是生命成長的地方，理想的學校不但能為孩

子提供書本上的知識，也能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當他們面對不同的處境，也懂

得運用解難能力和抗逆能力，處理相關的問題及整理

自己的情緒。理想的教育是幫助學生思考和掌握生命

的意義，從而擁有一個快樂、充實的人生。「景天」

以提供理想教育，成為理想學校為最終發展目標。

徐醫生的話

靈實是一間充滿盼望的醫院，本著「愛心關懷」

「全人照顧」的理念，透過醫療、護理、各種復康治

療，讓病者重拾健康、積極生活、回到社會的大家庭。

我們很願意讓同學們透過認識靈實的服務體會病者的

需要，並對生命、關愛、互助、付出、積極面對困難

有更深刻的瞭解。謹願孩子們明白因愛而發出的強大

力量，從小用愛去關懷身邊每一個人，讓生命發光發

亮。

徐醫生（右二）到本校向同學講解醫護工作後，
校監馬神父（左二）及黃校長（左一）致送錦旗
及同學心意卡

校長與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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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你記得這套書是哪位老師推介的呢 ? ( 答案在本頁 )

跨學科專題研習周
本校於三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期間，舉行了「跨學科

專題研習周」。本年度以「我愛大自然」為主題，透過多

元化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不同研習及共通能力，並提升

學生對環境保護的公民意識。

在「跨學科專題研習周」內，各年級曾分別到動植

物公園及可觀自然教育中心進行戶外學習，加深對大自然

不同專題的理解。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在戶外場地進行考

察，認識動植物及自然生態的知識，比在書本上的學習來

得生動有趣。

在該研習周裏，同學就自訂的探究問題，自行往圖書

館及利用互聯網進行資料搜集，並自擬題目向同學或家長

訪問，繼而統計資料，進行分析及匯報。同學在主動積極

互相協作的環境下，完成一周愉快而有意義的學習，並加

深了對保育大自然的認識。

三月三十日下午，同學把自己的學習成果展覽出來，

並向嘉賓匯報。除了家長外，校監馬偉良神父、校董狄和

詩神父、侯德賢修士及白靈蘭修女皆有蒞臨，參觀不同展

覽攤位後，均對同學的表現稱讚不已。

主題研習

到圖書館找尋適當資料 分組討論 , 分析問題

訪問同學收集數據 利用資訊科技協助搜尋資料

全方位參觀學習

黃校長 ( 左一 ) 陪同校監馬神父 ( 左二 )
及校董侯修士 ( 右二 ) 參與成果展

專題研習成果展
校監專心聆聽同學報告 同學對於自己的學習成

果充滿信心

出外參觀用心學習

在可觀自然教育中心進行科
學探究

「綠 D 班」專車到訪

投入參與戶外學習

好書分享
逢星期二早會，老師和學生會分享他們在圖書館所讀

過的好書。

喜閱之星
為推動閱讀，本校推行了喜閱之旅閱讀獎勵計劃，

同學完成指定的閱書量並分享當中的心得，便成為喜閱
之星，獲得獎勵，多閱讀、多獎勵。

喜閱在景天

得獎名單

1A 于芷茵
1A 吳祉樾
1A 麥定行
1A 李嘉希
1B 鄺嘉偉
1B 丘永欣
1B 譚雨晴
1B 曾柏翹
1B 胡曼靜
1B 戴澤司
1B 許嘉航
2A 吳雅文
2A 陳佳棟
2A 李浩文
3A 郭梓欣
3A 周嘉敏
3B 何憫遙
3B 關靖可
3B 黃昭沂
3B 陳梓榕
3B 劉美慧
3B 丁松彬
3B 孫栩汶

3B 吳竹翎
3B 徐頌昕
3B 劉承翰
3B 劉耦
4A 李樂怡
4A 溫志文
5A 方銘賢
5A 張靄珊
5A 謝子瀅
5B 劉繼禧
6A 羅愷莛
6A 李昊賢
6A 李佩文
6A 蕭詠琦
6B 黃斯嫻
6B 李妙珠
6B 許詠詩
6B 梁冰儀
6B 黃昉瑩
6B 黃倩汶
6B 李劍銘
6B 廖啟宇
6B 曾霆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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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黃昭沂
3B 劉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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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劉繼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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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黃昭沂
3B 劉承翰
5A 謝子瀅
6B 李妙珠

1A 于芷茵
1B 譚雨晴
1B 戴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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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獎 銀獎 金獎

白金獎

金鑽獎

我們有 8 位家長組成了讀書會，由 Helen 姨姨帶領下一起

閱讀『6A 的力量』，分享教兒點滴。

家長心聲
侯旑玲家長 : 我理解到自己一貫的教導方式不是很好，現

在對子女的態度和管教方式都改變了，這個讀書會讓家長一起

學習，互相分享，我覺得非常受益。

馮逸軒家長 : 我覺得書本中的原則並非所有都適用，但我

十分認同其中所提到的陪伴，陪伴子女在現今社會尤其重要，

讀書會讓家長互相分享，讓我們能吸收其他家長的好方法。

家長讀書會 : 家長也喜閱

中文科伴讀計劃
這個伴讀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提升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在閱讀

方面的能力。伴讀大使是由本校五、六年級的學生，以及家長

義工擔任。在計劃開始前，家長義工和伴讀大使需出席一個伴

讀技巧的工作坊，以認識有關計劃。伴讀教材以教育局編製的

讀材為主，由伴讀大使自行選定的圖書，進行伴讀。

伴讀大使會教授學生
有關閱讀的技巧

家長義工利用教材指
導學生閱讀

伴讀大使指導學
生完成任務

答案 : 黃子威主任

1B 譚雨晴

32

1A 于芷茵

5A 謝子瀅 1B 戴澤司



The children repair their robot.

三位外籍英語教師
締造優質英語學習環境

為提升學生英語語文能力，本學年學校共聘請了三

位外籍英語教師推行各項英語學習計劃，積極配合「語境

教學」的發展。在小一至小三的「小學英文識字計劃」

(PLPRW) 中，外籍英語教師利用故事書、童謠及詩篇教授

學生英文詞彙、拼音、閱讀及寫作技能。於課堂裏，她

更進行不同的有趣學習活動，如用英語學習製做蛋糕及

過程戲劇等。她於早會及小息時協助推動星期三英語日

(English Speaking Wednesday) 活動，根據每月不同主題，

進行多元化英語遊戲及以英語與同學交談。

另外，校本外籍英語教師計劃能有效地增加學生以英

語互相溝通的機會。第二位外籍英語教師除了於課堂中擔

任協作教學之角色外，她亦會於小息時段負責大哥哥大姐

姐伴讀計劃 (Reading Buddy Scheme)，透過此伴讀計劃，

學生們都能培養閱讀英文故事書的興趣。第三位外籍英語

教師則主要負責推動小四至小六英語戲劇教育課程，訓練

學生口語技能及撰寫英文劇本能力，並於課後時段為小一

至小三學生進行英語戲劇課堂，讓他們體驗英語戲劇學習

帶來的樂趣。

A popular task for Primary 1 this year was in the book, 
‘Grandma and the Birthday Cake’. Students learned all 
the words for food and cooking and helped Miss Rachel 
to make, cook and eat a yummy chocolate cake in class. 
All students then wrote a recipe so we can all make cakes. 
Later we told the story of ‘Grandma Monster’s Birthday’ with 
all students wearing monster faces and having a party. 

Miss Rachel makes 
the chocolate cake.

The children with 
their monster masks.

Primary 2 read a book about ‘Two Turtles’ and made and 
wrote postcards, learning about animals, where they live 
and what they do. 

Primary 2 acting out the animals in their story.

In Primary 3 the children had a special project to help the 
earth. After reading the book 'The Green Earth Project', 
they designed a robot to help Hong Kong. They gave it a 
name and gave it tasks to do. They thought about how it 
moved and what noises it made. The students acted out 
their robots in a drama lesson. 

為了增加小一學生與外籍教師溝通的機會，本校於本年度讓兩位

外籍英語教師擔任小一班主任，透過日常班主任課及不同學校活動如

聖誕茶會、競技日及全方位活動，讓她們及小一學生建立深厚的感情。  

外
籍
英
語
教
師
擔
任
小
一
班
主
任

As a P1A class teacher, I have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outside the classroom as well as in it. They are very 
cheerful and eager to learn, and are always willing to try and speak 
in English to me.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I supervise them and 
then escort them back to the classroom, where I help them to check 
their homework and hand it in. I have attended numerous activities 
with this clas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the school sports day, 
where I helped the students with their class chant and encouraged 
them to do their be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have fun. I also helped 
to host the class 1A Christmas party, where we played fun games 
which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My favourite event with this class 
was the recent excursion to the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During this excursion, I introduced the students to a 
number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n helped them to document 
what they had learnt in their worksheets.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how excited they were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trip and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them.

Miss Aisling

Yeah! We have two class teachers!

My class teacher helps me put on my 
school bag.

We have a Christmas party with Miss 
Valda!

As a P1A class teacher, I have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outside the classroom as well as in it. They are very 
cheerful and eager to learn, and are always willing to try and speak 
in English to me.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I supervise them and 
then escort them back to the classroom, where I help them to check 
their homework and hand it in. I have attended numerous activities 
with this clas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the school sports day, 
where I helped the students with their class chant and encouraged 
them to do their best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have fun. I also helped 
to host the class 1A Christmas party, where we played fun games 
which the students really enjoyed. My favourite event with this class 
was the recent excursion to the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During this excursion, I introduced the students to a 
number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n helped them to document 
what they had learnt in their worksheets.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how excited they were for the entirety of the trip and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them.

Miss Aisling

Drama and Script Writing Reading Buddy Scheme
 Our school incorporates drama elements into our English 

curriculum. It offers our students divers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long with learning through a more creative 
and playful method tha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n drama lessons, students take part in individual and 
group or whole class role play in order to set the scene 
and build up their imagination. It  allows them to be more 
creative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setting, characters, and 
action.

Drama activity – Freeze Frame

I am a detective, Sherlock Holmes. I know who the suspect is!

The Queen is giving a 
speech to the citizens.

As another academic year draws to a close at King Lam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the 
Reading Buddy Scheme has been a success. There 
has been a notable improvement in the general reading 
skills and pronunciation of all of the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the various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used effectively 
throughout the year. Such strategies include the introduc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basic phonic skills for the younger 
students, and the decoding of words into segments for 
older students. Many students have even been promoted 
to higher reading levels, after recently being assessed in 

 Miss Aisling

Shared reading allows the younger 
buddy to become more confident. 

accordance with the PLPRW 
guidelines. The older buddies, 
who have worked hard and 
diligently during the year, 
have done the school very 
proud in helping to facilitate 
this remarkable improvement.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has been busy in Primary 1, 2 and 3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school. Students do all kinds of 
new and fun activities to speak, listen, read and write 
English. Today I want to show you a little of wha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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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發展   
專業導師興趣班

本校為了培養學生不同的興趣，發揮潛能及創意，特

別設立了專業導師興趣班。課程涵蓋體育、藝術、音樂及

學術，如乒乓球、跆拳道、小提琴、黏土班等，當中以土

風舞及英語班最受同學歡迎。同學透過專業興趣班增加了

與人相處的技巧及團隊精神，裝備自己，為未來作好準備。

同學認真地聽外籍老師的教導。

景天小小音樂家 ! 我們要做明日網球之星 !
珠心算班同學利用算盤
計算。

年紀小小，勁力十足 ! 土風舞組每次表演都做足準備。 低年級同學也愛打乒乓球。

本校學生擁有不同的才能，我們希望通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來培養學

生的潛能。故此，本校特設課外活動課，讓學生能在課堂外發展學生的才

能。同時，本校會舉辦不同的講座，擴闊學生的視野。

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英文話劇組

發展潛能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小型音樂會
一年一度的小型音樂會，為本校學生建立一個音樂演

出及交流的平台，讓全校師生及家長一起見證同學平日辛

勤練習的成果，共享音樂的樂趣。

女子排球組 

土風舞組 節奏樂組 歌詠組 中文話劇組

青蔥義工計劃 2012
本校於五月十一日舉行青蔥義工計劃，活動由香港

沙田獅子會贊助，校內十位四、五年級學生於當天興致勃

勃地前往將軍澳培智學校進行探訪。是次活動的目的希望

能培養學生以喜樂的態度面對人生，分享上主的生命與平

安，明白生命的寶貴，從而懂得愛惜自己及關懷別人。活

動期間，學生能以愛心服務他人，表現熱心及投入。

未正式進行活動前，先來
個熱身運動吧！

我像個藝術家嗎？

你們能拉得起我嗎？

我們和培智的同學
一起創作合作畫。

雖然大家都因為合作
畫而弄髒了雙手，但
我們都不介意呢！

小型音樂會獨奏項目

小型音樂會司儀

小型音樂會獨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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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著重靈性培育，對學生的教導以關愛為主。本年度一至三年級實行雙班主任制，加強照顧同學在自理、紀律和

品德行為各方面的需要。班主任定時透過「陽光電話」，主動地把孩子的情況與家長溝通。                        

關愛校園 -
訓輔及成長支援

雙班主任於班主任課對學生的關顧
「景天全能存摺」獎勵學生自律守規、服務他人、有禮貌、
愛整潔、樂於參與活動等方面。

「每月進步之星」，
公開表揚學行有進步的同學，

助其提升自信，力爭上游。

校長 ( 左一）與家長和進步之星大合照

服務學習「伴你飛翔」及

「成長的天空」活動情況

成長的天空 - 日營展技能    伴你飛翔」探訪長者中心

家長義工及大哥哥大姐姐為低年級同學伴讀

比賽項目 成績 學生姓名 ( 班別 )

香港學校戲劇節
劇本、 
導演、 
效果獎

梁冰儀 (6B)、陳嘉森 (6B)、鄭詩敏 (6B)、溫少聰 (6B)、何寶榮 (6B)、黎國希 (6B)、
劉佩兒 (6B)、劉倩怡 (6B)、彭梓銳 (6B)、黃昉瑩 (6B)、黃子玲 (6B)、黃倩汶 (6B)、
陳思敏 (5B)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梁冰儀 (6B)

西貢區校際足球比賽 
( 男子組 )

季軍
莊林浩 (4A)、黃煒霖 (4A)、翁柏朗 (4A)、劉景華 (5B)、黃詠樂 (5B)、蕭宇滔 (6A)、
汪志偉 (6A)、王文昌 (6A)、陳嘉森 (6B)、溫少聰 (6B)、古鎮榮 (6B)、羅鈞洋 (6B)、
彭梓銳 (6B)、何寶榮 (6B)

西貢區校際排球比賽 
( 女子組 )

季軍
陳可欣 (6A)、黃泳蒨 (6A)、劉倩怡 (6B)、陳倩曈 (5A)、謝子瀅 (5A)、溫綺婷 (5A)、
鄭耀燕 (5A)、方銘賢 (5A)、麥詠思 (5A)、張靄珊 (5A)、梁薺萱 (5A)、翁慧琪 (4A) 

《環保親子》填色比賽 冠軍 黃昉瑩 (6B)

環保將軍澳創作繪畫比賽 季軍 黃昉瑩 (6B)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丙組跳遠 亞軍 許靜 (4A)

西貢區校際陸運會女子丙組個人全場 殿軍 許靜 (4A)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周綽妍 (5B)

校際朗誦節三年級英詩獨誦 季軍 黃昭沂 (3B)

校際朗誦節三年級英詩獨誦 優良 郭梓欣 (3A)、黃曉晴 (3A)、姚鎧瑜 (3A)、陳梓榕 (3B)

校際朗誦節六年級英詩獨誦 優良
洪卓言 (6A)、劉倩怡 (6B)、梁冰儀 (6B)、黃昉瑩 (6B)、黃子玲 (6B)、溫少聰 (6B)、
馬瀚 (6B)

校際朗誦節一年級中詩獨誦 季軍 于芷茵 (1A)

校際朗誦節一年級中詩獨誦 優良 譚雨晴 (1B)

校際朗誦節五年級中詩獨誦 優良 侯旖玲 (5A)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繪畫比賽（高小組）亞軍 黃昉瑩 (6B)

校際音樂節女聲獨唱    (12 歲或以下 ) 優良 侯旖玲 (5A)、謝琇珺 (5A)

校際音樂節 ( 二級鋼琴 ) 優良 彭梓銳 (6B)

校際音樂節 ( 四級鋼琴 ) 優良 黃昉瑩 (6B)

校際音樂節小學合唱隊 
( 中文組 )(8 歲或以下 )

優良

李嘉希 (1A)、麥定行 (1A)、陸寶瑜 (1A)、梁嘉珮 (1A)、孫栩堯 (1A)、胡曼靜 (1B)、
廖靖楠 (1B)、吳嘉敏 (1B)、譚雨晴 (1B)、梁灝楓 (1B)、丘永欣 (1B)、洪萌楠 (2A)、
吳雅文 (2A)、陳桂棟 (2A)、范熙晴 (2A)、余翰忠 (2A)、溫梓浩 (2A)、黃曉晴 (3A)、
李楚喬 (3A)、莊嘉盈 (3A)、詹醖悠 (3A)、姚鎧瑜 (3A)、周嘉敏 (3A)、郭梓欣 (3A)、
趙卓恆 (3B)、何寶兒 (3B)、劉美慧 (3B)、徐頌昕 (3B)、孫栩汶 (3B)、黃昭沂 (3B)、
何俞霏 (3B)、鶴見駿太郎 (3A)、

校際音樂節節奏樂高級組 優良

黃世傑 (4A)、霍詠怡 (5A)、謝琇珺 (5A)、張靄珊 (5A)、嚴浩茵 (5A)、梁薺萱 (5A)、
麥詠思 (5A)、溫綺婷 (5A)、甄頌琳 (5A)、侯旖玲 (5A)、方銘賢 (5A)、李紫彤 (5B)、
劉繼禧 (5B)、何潔瑩 (6A)、熊凱欣 (6A)、何寶榮 (6B)、許詠詩 (6B)、黎國希 (6B)、
林澤楠 (6B)、梁冰儀 (6B)、麥子軒 (6B)、廖啟宇 (6B)、彭梓銳 (6B)、黃昉瑩 (6B)、
黃倩汶 (6B)、陳嘉森 (6B)、李佩文 (6B)、周逸維 (6B)、李妙珠 (6B)

學生成就龍虎榜

景天女排，實力超凡 !

足球小將，入球精彩，防守出色 !

歌詠組唱出悅耳的歌聲 ! 游泳健將周綽妍獲得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中文話劇組演出精湛，在「香港學校戲劇節」
獲得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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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小朋友由幼稚園升讀小學是人生成

長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若銜接得宜，將

有助兒童成長及學習，故此本校每年都舉

辦多元化的幼小銜接活動，讓幼稚園學生

及家長及早認識小學的課程及學習模式，

從而及早為學童作好升讀小學的準備。本

校今年度曾舉辦幼小銜接活動：

幼稚園及本校準小一

家長活動
 陳敏兒《作孩子的守護天使》家長

教育講座

 《如何根據子女的性格特質選擇合

適的小學》家長茶聚

 中文大學 陳廷三博士 主講 家長講

座「骨肉情—生命的導航」

	小一新生家長會、家校茶聚、家長學堂

幼稚園及本校準小一

學生活動
 《景天聖誕樂 Fun Fun》小學體驗

日：體驗本校其中三項特色課程：

普通話教中文、英語戲劇課及科學

探究課

 《小學課堂體驗》活動：外籍老師

英語美食班、常識科科學探究課、

普通話、音樂及視覺藝術課堂

 「景天至叻星：暑期戲劇坊」

 小一新生適應日、參觀校舍、大哥

哥大姐姐關愛計劃

幼小銜接﹣
讓家長、學生及早適應小學生活

節目預告：
2012年8月11日至25日，本校將舉行「景

天至叻星：暑期戲劇坊」小學體驗課程，並邀請
了羅乃萱女士主持家長講座，有關報名表將於
六月下旬透過幼稚園派發及上載至本校網頁，家
長可向就讀的幼稚園查詢或瀏覽本校網頁。

陳敏兒小姐到校主持家長講座

《景天聖誕樂 Fun Fun》- 景天英語大使向幼稚園小朋友示範唱聖誕歌

家長教師會

我是 1B 班吳嘉敏的家長，轉眼嘉敏已讀了大半學期

了。首先我很慶幸沒有選錯學校給女兒，因嘉敏常常跟我

說很喜歡此學校及老師，每天跟我說在學校的一點一滴。

還記得在幼稚園低班時參加了景天的小學體驗班，那時已

被老師們的熱誠及愛心打動了，並且告知選校是要選一

間適合自己小朋友的學校，讓小朋友讀得開心，景天真的

很適合嘉敏。還有我很欣賞每週一的早會，都有健體操，

讓小朋友可做伸展運動，令頭腦更清醒來接新的一天。
真的很感謝校長、老師們及校工們真心真意去對待及教導

每一位小朋友。

最後，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吳嘉敏家長  邵宜峰

大家好，本人是 2A 班吳雅文的家長。女兒能在景天學

習，我真的非常開心，因為女兒除了學懂很多書本上的知

識、完成日常的家課外，她亦明白了很多做人的學問。尤其

是麥老師，她做了雅文的班主任已經一年多，她也清楚我

的女兒改變了不少，變得比一年級的時候乖了，多謝老師

們！

吳雅文家長  鍾詠恩

本人鄧志毅，是景天 3B 班學生鄧曉陽的父親。由於

本人工作調動，將於 2012 年 3 月 6 日從香港回到中國內

地工作，屆時鄧曉陽同學也將隨我一同回內地讀書。值此

離別之時，千言萬語難以表達曉陽和我們的不捨情懷。曉

陽於 2010 年 9 月進入 貴校讀書以來，得到黃校長、劉

助校、麥老師、林老師、梁老師、馬老師、劉老師等多位

老師們及前 1A 班、前 2B 班和 3B 班所有同學和家長的關

心、愛護和幫助，使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適應新的學習

環境。通過一年半左右的學習，曉陽不僅在學習上，而
且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應該說曉
陽的每一個進步都是老師們關心、家長和同學們幫助
的結果。特此向各位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誠摯的敬意，

同時也向各位家長和同學深表感謝。
雖然離開了香港，但是曉陽和我們不會忘記香港老師

和家長們對他的栽培和關愛，曉陽也不會忘記同學們之間
的深厚友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還能再會。

祝願各位老師和家長 身體健康，萬事順心！
祝願各位同學  學業進步，心想事成！

鄧曉陽家長  鄧志毅
2012 年 2 月 29 日

您好！我是 2A 班劉穎謙的家長。在此，我要表揚 

貴校的老師，特別是在穎謙一年級初到 貴校時，他樣樣

都不懂，甚麼叫「做功課」，怎樣收拾書包，連自理方面

都比一般的同學差，多得老師們 ( 麥老師、林老師和梁老

師 )，她們放不少心血、耐心、關心和不斷與我們家長

接觸，才令到穎謙至今有了很大的變化。一年級整整一

年的時間，他經常無法在自修班完成功課，幾位老師輪流

帶他到教員室做功課。我們做家長的很清楚老師的用心良

苦，所以我們非感謝她們。穎謙現已二年級了，做功課的

情況比一年級好了很多，真是萬分感謝！

劉穎謙家長  程錫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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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家校茶聚
學校定期與不同年級學生的家長茶聚，多溝通，支援

學生學習與成長。

爸爸媽媽也參加。

家長和老師們討論孩子的學習情況。

親子賣旗 (2012年4月21日 )

為感謝 18 個參與的家庭，早會上頒發義工感謝狀。

開心果日 (2012年4月25日 )

賣旗前大合照

景天農莊
家教會在五、六月，安排同學在後花園的農地上，

與家長一起除草、種植。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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