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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活動預告 

中六畢業典禮 

日期：六月一日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Y綜藝館 

時間：下午三時半 

歡迎中六學生及家長出席。 

 

年終試 

(中三)  

日期：六月七至二十日及 

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中一,二,四,五)  

日期：六月十日至二十四日 

 

全港性系統評估  

日期: 六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 

中三同學必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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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及學務消息 

         關注項目最新發展 

(一)促進自主學習 

1  透過電子媒介培育同學自主學習的能力 

中五修讀世界歷史科同學在復活節假期完成專題研習的提綱。中三地理科同學以小組形式進行跨國企

業的個案研習。同學要學習分析一手資料及網上資料。 

中二通識課程透過翻轉課堂，讓同學學習保護香港的稀有生物及其生態環境。 

為了讓同學有機會認識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及歷史，本校學生參加了多個考察團，包括由教育局舉

辦的廈門考察團，由扶輪少年服務團舉辦的台灣高雄社服團和由本校公民教育組籌辦的新加坡考察

團。 

 

2 為老師提供運用電子學習工具培訓，促進自主學習的推行 

舉辦工作坊幫助老師熟習使用學習管理系統，有效推行電子學習，幫助同學建立自主學習能力。 

在科務會議及同儕觀課分享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同事間交流使用學習管理系統、電子白板、翻轉課

堂及互動投票機的經驗。 

初中綜合科學科老師設計及改善創意科學課程，以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老師並於筆記加入二維碼，

使同學可獲得更多相關課題的資料。 

綜合科學科老師帶領同學參加教育局和香港科技園公司舉辦的「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

2016」，同學在博覽會中設置展覽攤位，介紹三維印刷科技。老師及同學更參與 STEM範疇的工作坊、

講座、分享會及導賞團，擴闊眼界。 

 

 

(二)職業及生涯規劃組 

1. 在二月廿二日及三月九日的全方位學習課，生涯規劃組邀請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的導師向中二級

同學講解選擇職業與價值取向的關係，並進行職業性向測試。 

2. 本校於二月四日舉辦中三家長會，向家長介紹中三選科事宜。生涯規劃組輔導員為中三同學編製

了一本刊物【Decision】，向中三同學介紹選科與出路的資訊。 

3. 在三月一日的全方位學習課，舊生會和本組合辦舊生分享活動，名為【懂得選，選得喜】，向中五

同學介紹大學生活及選科心得。 

4. 生涯規劃組輔導員更利用四月五日的全方位學習課，向中三級同學介紹高中各科課程內容、評核

模式及選科心得，期間同學亦不時提問，加深自己對課程的理解。 

5. 為了擴闊同學在職業領域的視野，本組於三月至四月期間，安排不同類別的職場參觀予中二及中

三同學，涵蓋範疇廣泛，當中包括律敦治醫院、浸會醫院護士訓練學校、民航處、機管局、香港

港鐵工程部、香港警務處行動處衝鋒隊及 Hong Kong Free Press等。 

6. 為了讓中六同學預備聯招面試，本校與皇仁舊生會於年內曾多次合辦面試技巧講座及模擬面試。

此外，傑出舊生黎慶寧先生及蔡熾昌先生亦於四月尾至五月邀請十多名曾任或現任大型企業、政

府機構高層行政人員或現任大學教授的舊生為同學指導並練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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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了開拓同學們的眼界，且促進師兄弟間的交流，本組連同皇仁舊生會合辦「2016 年學長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me)，並於四月七日晚上舉行迎新，讓各行各業的傑出舊生與一班中五同學

聚首一堂，分享升學及就業心得。 

8. 在四月十三日的全方位學習課，本組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入學招生組、社會科學院及商學院的講

師，向中四同學講解各大學學系的收生要求及課程內容。 

9. 於四月二十九日，本組與皇仁舊生會合辦了一次職業博覽，當日邀請了三十多位來自不同行業的

舊生，向中四及中五同學提供不同行業的資訊，當中包括醫護、法律、金融、銀行、會計、企業、

傳媒、建築、工程、地產等。師兄們的講解詳盡，令同學們對各個行業的性質、苦樂及前景有更

深的了解。 

10.在二月至四月期間，本組老師協助中六級同學處理大學聯招申請，包括填報選科、遞交比賽/活動

的經驗及成就(OEA)、準備學生學習概覽(SLP)、核對其他學歷的資料等，並向他們提供選科及升

學輔導。 

11.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於本年度向我校數名中五同學頒發 Harvard Book Prizes，得獎同學為蔡維

澤(5B)、周浩雲(5A)及黃樂華(5B)。 

12.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申請各院校舉辦的參與計劃(Engagement Programmes)，當中包括 CUHK 

School of Accountancy、CUHK Academic Planning Day/Day Camp、HKUST School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Leadership& Entrepreneurship Youth Camp 及 CUHK Summer Clinical  Attachment 

Programme by Faculty of Medicine。 

13.本組協助中四至中六同學處理報讀英、美、加大學課程申請。 

14.本組協助部分中五及中六同學處理獎學金申請。 

15.本組於二月至四月期間為預備到英美加升學的同學提供升學輔導及海外升學語文考試練習。 

16.本組為中三至中五同學報名參加由本港各大院校於七、八月暑假期間舉行的夏令營及暑期進修課

程。 

 

 

(三)一五五校慶 

本校一五五校慶標誌設計活動，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展開，並已經從 550件作品中選出最適合者為一

五五校慶標誌。視藝科主任黃香蓮老師對中三同學的創意及高中同學的成熟畫功表示讚賞。該標誌將

作為設計校慶紀念品的參考。 

 

另外中三級一五五校慶網頁設計比賽的作品顯示了同學的高質素及多元的創意。鄭謙老師表示同學的

設計及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均有所提升。 

 

為進一步提升校譽，本校將舉辦「一五五校慶名人講座系列」，屆時亦會邀請友校參與部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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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團拜 

本校福利組同事於二月十七日午膳時間，假舊生會餐廳舉行春節聚餐聯誼活動。當天每位同事皆獲發

「開工大吉」紅包；李瑞華校長更贊助「大紅金豬」，寓意在新的一年，全校一團和氣，工作順利！ 

 
 

 

           圖書館 

1. 圖書館於今年五月中閉館，以方便進行盤點工作，現已接近完成一半館藏書籍。 

2. 為了切合同學學習需要，最近增添不少最新版的參考書籍和補充練習，務求幫助同學能在校內考

試及校外公開考試上更上層樓。 

 

輔導組 

朋輩輔導計劃 

二月至四月，中一及中二朋輩輔導計劃均舉行了五次成長小組聚會，學長主要跟進學弟如何將成長體

驗應用於日常生活。本年度，學長更全面教授中一及中二同學「沙維雅肯定技巧」，培養他們彼此欣

賞的態度。 

為深化中二朋輩輔導計劃的成效，六位核心輔導領袖生於三月帶領三十位中二同學參加兩日一夜的和

平動力訓練營，學習進深的處理衝突技巧和態度。 

 

教養錦囊(二) 

為了四月上旬舉行的中一家長講座作充分準備，輔導組在三月舉行一系列午間訓練，以豐富輔導領袖

生的演說內容，及提升朋輩輔導員與家長面談的技巧。當晚，八位輔導領袖生/朋輩輔導員以話劇形

式，跟家長分享如何透過親子溝通及時間管理引導兒子平衡學業與課外活動。輔導組亦首次邀請舊生

余堃先生，以在學經驗及物理治療的專業知識，分享課外活動如何在學業成績和個人成長兩方面帶來

正面影響。家長們亦很欣賞退休副校長梁維信老師，總結在本校任教三十一年的經驗，分享不同學業

成績的同學，如何因應個人才幹在職場取得驕人成就。 

 

全方位學習課 

輔導組於三月初為中二級舉行情緒管理講座；另於三月及四月於中二、中三級舉行「一致三贏的溝通」

系列，及於中五級舉行「行在愛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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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 

1. 領袖生工作坊: 訓導組將於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六)舉行領袖生工作坊(地點待定)，所有中四領袖

生必須出席是次活動。 

 

2. 新學年領袖生招募事宜: 訓導組日前進行領袖生招募，共有四十四位中三及中四同學申請加入領

袖生隊伍。同學已於五月二十日前進行面試，新組員名單將於六月公佈。至於總領生甄選工作，

將會於七月會同校長、副校長及訓導主任一起進行。 

德育教育組 

1. 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 

經視藝科老師評審後，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軍為熊良恩(二丁)、亞軍為何政賢(二甲)、季軍

為賴展逸(二丙)，冠軍作品已印製並於開放日派發予各來賓。 

 

2. 清潔校園日 

本年度的校園清潔日於一月二十一日舉行，目的是向同學推廣保持校園清潔的訊息及提升同學的

自我管理能力。同學以班級及社為單位清潔課室、走廊等地方，活動當日，同學齊心協力，不計

付出地進行清潔工作，充份體現同學愛護學校的精神。活動中設有班際清潔比賽，評判就各班的

清潔情況及同學整體合作的表現評分，而在活動前兩個月本組亦舉辦了口號創作比賽，以加強同

學對是次活動的投入感。本年度清潔校園日的口號為「清潔校園須攜手，細菌病毒通通走」，創作

者為五乙班的何偉堯同學。 

 

3. 開放日 

在本年度的開放日，本組特別製作了六塊展板，其中三塊展板以「尊重」為主題，探討「尊重自

己和他人」、「尊重情境」及「尊重生命」的課題，兩塊展板介紹本組於本年度所舉辦的主

要活動，另外一塊展板則總結清潔校園日的情況。本組亦派發書籤(「中二級書籤設計比賽」的冠

軍作品)及公文夾予各來賓作紀念。 

 

4. 班際清潔及節約能源比賽 

本組與訓導組及環保組合辦的班際清潔及節約能源比賽第三階段(二月至三月)已順利完成，參加 

班級為中一至中五級。表現最佳的班別為一丙(初級組)及四丁(高級組)。 

 

5. 悅讀閱德計劃 

本組的幹事於閱讀時段跟中一級同學分享文章《缺一顆螺絲釘》及《破碎的窗戶》，並討論「負責

任」和「誠信」這兩個核心價值，跟中二級同學分享短片，帶出「微小的行動已能讓世界變得不

一樣」此訊息，希望同學能多關懷身旁的人，並予以及時的幫助。各班設立兩個獎項以作鼓勵，

包括尚德獎(品行良好)（兩位）及尚學獎(積極參與及勇於發問)（兩位）。 

 

6. 早會分享 

本組幹事分別於二月二十五日和三月十八日的閱讀時段跟全校及中一級同學分享「尊重生命」這

個主題，以探討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希望同學珍惜生命，並以負責任及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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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靈清泉」文章和時事討論 

為加深同學對道德價值的體會，提高同學的時事觸覺及幫助同學反思個人價值觀，本組會定期派

發與道德價值有關的文章和時事予同學閱讀。中二級的通識科老師會就社會時事跟同學討論相關

的價值觀，並著同學寫下感受和體會。中二級的獲獎同學為二甲班的林柏朗、劉嘉譽及葉承熹；

二乙班的許栢堯、伍灝弘及余卓勤；二丙班的 Alconaba Robbie Jay Medalla、吳承謙及溫卓熙；

二丁班的陳俊希、蔡展朗及汪加賚。中四級的英文科老師及中五級的中文科老師會跟同學討論文

章，同學須就文章內容作反思和口頭評論，表現較佳的同學將獲贈獎品以作鼓勵。 

 

8. 中一級中文寫作比賽 

為了更有效地向同學灌輸正確的道德價值觀，本組與中國語文科合辦了「中文寫作比賽」。同學須

就「尊重」這主題撰文一篇。經中文科老師評審後，冠軍為張凱贇(一乙)、亞軍為林翔洋(一甲)、

季軍為余鎮泓(一丙)。 

 

 

公民教育組 

公民教育組在 4月 13日舉行了「中二公民教育工作坊」，是次工作坊以「我們的立法會」為主題。通

過問答、遊戲及影片，讓同學了解更多關於立法會的組成、產生辦法、運作和架構。同學的反應十分

踴躍和正面。 

此外，本組在 4月 21 日於中三級舉行了「考察團分享會」，參加了新加坡考察團的中四及中五同學，

向中三的師弟分享他們在考察交流期間的所見所聞，同學們從中亦獲益良多。 

在 4 月 28 日及 5 月 3 日兩天，本組分別舉辦了兩場時事論壇，論壇主題為「從本土思潮看香港政局

發展」。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先生，及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作

為兩場論壇的嘉賓。兩日的論壇合共有 300名同學參加，反應踴躍，參與同學亦積極提問，與嘉賓交

流意見及看法。至於在試後活動期間，本組將舉辦中一及中二的班際問答比賽，希望各位同學屆時踴

躍參與。 

 

 

學生事務 

             課外活動組 

校外比賽成績 

(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五月) 

月份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者 

一月 香港西區扶輪社，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初級組)優異獎、最佳英文文章獎、 

優秀作品文集入選  
劉以樂 3B 

  
香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第十二屆) 
(高級組)優秀作品文集入選  蔡維澤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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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辦機構 / 比賽名稱 獎項 獲獎者 

一月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一等獎       

    張頌軒 6B 施博熙 6C 梁子熙 5B 馬卡安 6B 

  2015/2016 香港中學 

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周雋昇 6B 黃澤圻 6C 張恩浩 6B 王煜駿 6B 

  陳毓麟 6C 丘鈞銘 6C 杜煒賢 6B 梁逸朗 6C 

    方俊樺 6C 蔡頌然 6D 李力才 6B 麥浩然 6C 

    韓本一 6C 林晉然 5A 梁嘉霖 6B 譚卓維 6C 

    譚柏軒 6C 蔡維澤 5B 陳天雍 6D 冼靈均 5B 

    李凱帆 6D 羅梓豐 5B         

一月 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一等獎 

  第十八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陳仁奇 1B 林柏朗 2A 曾冠霖 3C 

四月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初中組菁英金獎、即席演講季軍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5/2016)             陳天朗 3B 

四月 社會福利署 
團體金獎 

個人金獎 
        

      
 

  羅湛勛 5B 蘇瑋僖 6B 

  2015年香港義工嘉許計劃 鄭欽鴻  5A  朱尚哲 5B 吳肇龍 6A 馬浩暘 6D 

    蔡維澤 5B 康嘉霖 5B 余啓聰 6A 梁瀚 6E 

四月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冠軍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5 (中文項目) 
       

  

      吳秉晞 1C 蘇熙驊 2A 劉浚霆 4C 

 四月 香港青年協會                 

    分組賽冠軍 馮朗然 4A 黃秀峰 4A 許肇昀 4D 

  2015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本地賽 (團體) 
  

梁智韜 4A 袁瑋謙 4A 梁畯僖 4D 

  
  

華靖鈞 4A 
   

  

    最佳表現獎 余曉逸 3A 吳浚軒 3B 陳祉匡 3D 

        麥嘉博 3B 潘承憲 3C 岑沛諺 3D 

 五月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最佳辯論員            

  第十五屆基本法多面睇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 
       

  

          丁皓天 5B 蘇浚鋒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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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踏入下學期，學生會亦繼續籌辦了一系列的活動，而且在一眾學生會委員、附屬委員、老師及友校同

學的協助下，活動亦得以成功。 

一月   皇仁書院開放日 

今年度開放日的到訪人數超過 6000人，與上年度的人數相約。今年開放日很榮幸邀請了沈祖堯教授

擔任開幕典禮的嘉賓。同學在開放日招待來賓，展現出皇仁仔熱情的一面。值得慶幸的是，今年的開

放日亦打破「開放日必定下雨」的說法，在晴朗的天氣下舉行，實在是錦上添花。 

最後，開放日在同學們高唱校歌的高漲氣氛下，歡送各位嘉賓和到訪者，亦標誌著一年開放日的完結。 

 

二月   維多利亞公園年宵攤檔 

學生會承接傳統，第四年參與年宵攤檔擺賣。因為今年是猴年，我校團隊亦將攤檔名為「美猴皇」，

配合節日氣氛。今年主要售賣不同種類的毛公仔，其中包括最暢銷的猴子毛公仔，加上同學親自設計

的外套和 T裇，突顯了同學的熱誠和用心。而今年的盈利更為歷年最高，足見同學在活動中不斷求進

的決心，展現我校追求卓越的核心價值。 

 

四月   聯校偵探遊戲 

本校與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合辦了聯校偵探遊戲。同學在破冰和團體遊戲後，加深了組員間的認識。

而偵探遊戲環節，使同學更投入緊張刺激的活動，令各參加同學樂而忘返。本會與蕭明中學學生會同

學合作無間，並感謝她們的付出，使是次活動得以圓滿舉行。 

 

環境教育組 

本組於 2016年 3月 8日至 3月 12日舉辦環保週，主題為 「由源頭減廢，節約能源，實踐綠色生活」。

本組在 3月 8日早會舉行簡單而隆重的環保週開幕典禮，李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宣讀及簽署環保宣言。 

以下為宣言內容： 

“本人謹代表皇仁書院全體師生，承諾從日常生活中，一起節能減廢，共享美好環境。” 

 

環保週活動十分豐富及多元化，內容包括機電署「節能講座」、「綠色生活攝影比賽」和「班際廢紙回

收大賽」。同學都積極、投入和主動，務求為減廢出一分力。結果 1A班脫穎而出，成為全校總冠軍，

回收的廢紙總重量為 53公斤。 

本組與伊利沙伯中學更首次合辦「綠色城市遊蹤活動」，本組主席 4B班鄺洛民與本組幹事經過數次與

伊利沙伯中學同學開會，就計劃書、設計路線、活動內容及形式作詳細研究。路線由本校出發，經金

鐘政府總部環保標誌、維多利亞公園、柴灣青年廣場，再以本校為終點。本組同學率先進行考察，最

後共有 55人參加是項活動，同學投入活動，反應熱烈。 

 

本組響應由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之「地球一小時」全球性環保活動，透過校內宣傳和發家長信，

將節約能源的訊息向學生和家長推廣，家長十分支持是項活動，全校共有 601個家庭簽署，即 95%家

庭同意及承諾 2016年 3月 19 日由晚上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關掉燈飾及照明裝置，顯示家長明白

節能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致可持續發展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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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與美術科合作，參加由 Canon 香港舉辦「墨兜回收創意填色比賽 2016」，本校中一級及中三、四

環保大使參予是項比賽。另外，本組參加教育局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咪徙野比賽 2016」，透過掛上

橫額及早會分享作宣傳。評核人員於 2月中旬前來本校實地觀察，讚揚本校在宣傳表達上很出色，成

績容後公佈。 

 

本校全年積極參予校外、校內環保活動，共有十九名學生榮獲教育局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

2015-2016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另外，七名初中學生成功考取基礎環保章。七名高年級「學

生環境大使」勇奪專題環保章，成績斐然。 

 

 

健康及性教育組 

1. 本組於三月下旬聯同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在學校舉辦「至 smart 多面睇」活動。同學在午飯

時透過參與各種互動遊戲，觀看並學習雜耍技巧，認識毒品的禍害，從而堅定同學遠離毒品的決

心。 

2. 本組於四月下旬進行了一次集會分享，為同學介紹了幾種的減壓方法。除此之外，亦就「水果日」

作宣傳。 

3. 本組在四月下旬響應衛生署推行的開心果月，舉辦了本學年的開心果日，在午膳及放學後，向全

校師生派發每人一份水果，藉此提醒師生們要養成多吃水果的良好習慣。當天同學反應熱烈，希

望同學能於活動後的日子，都緊記吃水果的重要性。 

 

社會服務 

由皇仁書院及循道衛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成立的「皇仁衛理長者學苑」於本年度的課程即將完成，下

學期舉辦了閃石手工藝課程、數字油畫班、創作馬賽克、長者夏威夷結他、長者水仙球班和長者救傷

班，長者及同學都樂在其中。 

 

社會服務學會及伊利沙伯中學於五月期間舉辦了一項聯校義工訓練計劃及社會服務活動，同學透過積

極籌備活動，增強彼此的溝通能力及領導才能。 

 

另外，本校在公益金便服日共籌得善款$68841，並會於 2016 年 5 月 23 日出席表揚頒獎禮；為表揚

同學踴躍參與社會服務，本校今年提名了多位傑出義工參加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 2015年香港義工嘉

許計劃，並獲得嘉許金狀、嘉許銀狀及嘉許銅狀共 134份。 

 

公益少年團亦提名了 4 名同學參加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其中劉浚霆同學獲得三等榮譽級藍星

榮譽勳章殊榮，另外 3名同學分別獲得 1個中學高級 (紫色徽章)，2個中學中級 (橙色徽章)。 

 

在此多謝各位師生及家長積極參與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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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 

為了讓資優的同學在寬廣的學習範疇中發揮潛能，本校資優教育組在一月至四月期間，提名同學參與

多項由各大專院校、專業機構、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推出的資優計劃及活動。 

 

一月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的「2015-16資優天使—服務學習比賽」，本校由莊竣皓(5B)、朱尚

哲(5B)、馮朗然(4A)、袁瑋謙(4A)、黃清楊(4D)及劉以樂(3B)組成的隊伍獲得優異獎。 

三月 － 為中一同學安排生物流動實驗室，讓同學對 DNA有更深的認識。 

四月 － 香港青年協會舉辦創意思維活動，本校兩組同學於四月二日及三日進行比賽。中三組余曉

逸、麥嘉博、吳浚軒、潘承憲、陳祉匡及岑沛諺獲得季軍及即興題最佳表現獎。中四組馮

朗然、梁智韜、華靖鈞、黃秀峰、袁瑋謙，許肇昀及梁畯僖勇奪冠軍。中四參賽同學於五

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代表香港到美國愛荷華洲立大學參加世界賽。 

 

                                     學生支援組 

1. 學生支援組於三月至五月期間，為部分中一同學舉辦十節名為「我在皇仁書院的第一年」錄像製

作的小組活動，由專業導師帶領同學於活動中學習合作、互相尊重、聆聽他人意見的技巧。 

2. 駐校心理學家及駐校社工分別為有需要的同學進行評估及舉行個案會議，跟進有關同學的需要。 

 

家長教師會 

活動匯報  

1. 「『愛‧回校』之籌款活動暨周年盆菜晚宴」  

為改善校園設施籌得資金，以優化我校學與教的素質，本會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 (星

期六 )在皇仁書院內舉行了「『愛‧回校』之籌款活動暨周年盆菜晚宴」。當天大

會十分榮幸邀得太平紳士兼校友周一嶽醫生作籌款活動主禮嘉賓，給大家分享了有

關校園的不少點滴，令各參與者更瞭解皇仁校園的需要，並更投入活動當中。籌款

活動過後不久，就是本會第一次在學校禮堂舉辦的周年晚宴，席間除有學生表演和

遊戲外，也安排了抽獎活動，既增添歡樂氣氛，亦讓家長、同學與老師聚首一堂，

舉杯暢談，增進友誼。  

2. 家長教師會周年旅行  

本會已於 2016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舉辦了「佛山順德二天遊」。是次行程豐富，抵

達順德後，即參觀順德山牌坊和紫雲閣等，隨後於佛山參觀了佛山祖廟、南風古灶、

黃飛鴻紀念館和嶺南新天地，期間更一嚐順德地道小菜美點，令人回味不已。旅遊

期間，校長、老師與家長、學生輕鬆地交流，不僅增進彼此的認識，也一起度過了

一個愉快的周末。  

 

活動預告  

義工茶聚  

為答謝今年家長義工對本會的支持，本會將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舉行「義工聯歡茶聚

暨頒發感謝狀」活動，讓家長們再歡聚交流，享用茶點，並由校長李瑞華女士給各家

長義工頒發「感謝狀」，以表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