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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已於2017年 1月 7日舉行，

當天的參加人數有五百多人，包括同學、家長、一眾

老師和校長。

　　當天上午，我們先乘坐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進行親

子遊戲，各人都自由參與場內的不同遊戲或採摘草莓，

並於園內享用美味的盆菜，席間當然少不了抽獎的環

節，今年的獎品相當豐富，相信中獎的幸運兒都感到

相當滿意。最後我們便到大棠參觀「香港哈爾濱冰雪

節」，欣賞美麗的冰雕及自由參與場內的各項攤位遊

戲。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十屆家長委員選舉

家教會親子旅行家教會親子旅行

亞軍
1B 蘇鈺環

　　親子旅行那天，我身未

動，心已遠。我們乘坐旅遊

巴到達元朗錦田。首先我們

去了廣闊的草莓園，我和同

學每人提了一個籃子採摘草

莓，紅紅的果實酸酸甜甜，

清香可口的味道令人回味無

窮。

　　我們還去了哈爾濱冰雪

世界，裏面冰天雪地，各種

冰雕栩栩如生。我們玩到流

連忘返，真是不虛此行啊 !

2D 杜穎恒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來到了錦田

樂園，看見很多好玩的遊戲和活動，我興奮極了 !

立刻跑上去玩我最愛玩的彈彈床，玩得很開心。

　　接著，爸爸媽媽帶我去觀賞園地，我看見園

地上長了好多紅紅的草莓，媽媽摘了一些給我

吃，這些草莓美味極了 !

　　不知不覺到了食午飯的時間，我們洗了手，

去到吃午飯的地方，嘩 ! 真的很熱鬧啊 ! 有的同

學在玩耍，有的同學玩抽獎遊戲，實在太開心了 !

　　午膳後，我們來到了元朗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遊玩，我們先進去哈爾濱冰雪世界參觀和照相，

再去玩其他活動遊戲。時間過得真快，到該回家

的時間了，我真的依依不捨，這次活動真的很開

心，有時間還想再來。

1A 崔善盈

　　親子旅行那天，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這天除了是我最喜歡的旅行，也是我人生中

經歷最多的第一次。首先，我第一次去錦田

樂園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士多啤梨，非常美

味。其次，我第一次享用家鄉盆菜，感到非

常特別。第三，我第一次餵飼山羊和小豬，

我感到很快樂。第四，我第一次取得大獎，

還得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禮物。最後，我去了

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這裡雖是寒冷，但是

十分好玩，使我樂而忘返。

1C 葉樺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一早回到學

校等待出發。

　　第一站我們來到錦田樂園。我看見一

片片綠油油的菜地。我看見有很多紅通通

的草莓。我和媽媽一起摘草莓十分開心。

　　第二站我們來到哈爾濱冰雪世界，我

們要穿上大衣入場，因為裏面十分冷。我

喜歡玩用冰做的滑梯。

　　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

2B 張嘉誠

　　親子旅行那天，我覺得最難忘

的是釣鴨子的遊戲，用了三個代幣

換取五次釣鴨子的機會。鴨子的底

部有些數字，代表中獎的分數，累

積分數高，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獎

品。我釣鴨子的時候很認真，我得

了一個小熊，我很喜歡它，我覺得

這次的親子旅行很有趣。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5E 黃浚洛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吃過豐富的早餐後，便高高

興興地回校集合，然後便乘旅遊車出發了。在旅遊車上，我們

玩了一個小遊戲和大抽獎，雖然我們沒有中獎，但媽媽在玩小

遊戲時贏了一份小獎品，所以我們都十分開心，還替我們的導

遊姐姐改了一個名字呢 ! 名叫「導遊占」。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間便到了第一個目的地──錦田俱樂

部。那裏有很多活動設施，包括風箏、釣魚塘、碰碰車和撈金

魚等等。我玩了撈金魚和採摘士多啤梨，同學們有的玩踏單車、

有的玩放風箏，有的去了餵小羊吃草。中午我們在那裏吃盆菜。

其間，學校的抽獎時間到了，大家都盼望中獎呢！午餐後，我

們立刻出發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那裏氣溫只有零下十

度，我和同學一起拍照和玩滑冰梯，玩得十分高興。

　　時間過得真快，大家都依依不捨地坐旅遊車回校去。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朋友一起乘坐旅遊巴出發，當時

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乘坐旅遊巴途中，導遊介紹遊覽香港

郊外的地方，聊了一會兒，便到達了。

　　首先，我們到達元朗錦田樂園，導遊帶領我們遊了一圈，便

拍了一張大合照。然後我們立即前往士多啤梨園採摘士多啤梨，

看見一顆又一顆又紅又大的士多啤梨，心中就愈開心。結果我們

共摘了三盒，共三百五十元。接着，我們到達單車場地，玩了一

個小時。然後，我們便撈金魚，當時撈到的成績也不差，一共撈

到二十多條。到了吃盆菜時間，我吃飽後，便急急地趕去製作彩

沙，因為這個瓶子就像裝滿這天的回憶一樣。

　　最後，我們到達大棠生態園旁的地方──哈爾濱冰雪節場

地。一踏入冰室，便感受到寒冷的氣溫。裏面全部都用冰砌成的。

滑梯、冰雕等，十分寒冷。我一見到出口便衝出去，因為裏面十

分寒冷。出來後，玩了會心臟病發的滑梯及經常撞車的遊戲。然

後便前往大棠生態園，在那裏也摘了士多啤梨，坐了由牛拉行的

車後，便上車回程。

　　這天也十分難得，因為媽媽經常工作，很少陪伴我。我要感

謝媽媽在百忙中陪伴我渡過愉快的一天。

6D 劉潁嵐

　　一月七日是我們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我們都去了錦田

俱樂部和哈爾濱冰雪節，它們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的第一站是錦田俱樂部，老師先讓我們自由活動。

我去了採摘草莓，而且是日本品種。每一粒放進口時，就會

散發一絲絲甜味。然後我們進食美味的午餐──盆菜。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例如︰蝦、肉、魚旦、菜等。每樣菜都

有各自的美味，在場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呢 !

　　第二站 ( 又是最後一站 ) 是哈爾濱冰雪節。我們在冰雕展

覽館裏看到很多仔細又有趣的冰雕，而我最喜愛的是馬卡龍

蛋糕。我玩了一個由冰製成的滑梯，而且滑得很快。

　　這時又到了離開的時候，不知不覺玩了一整天。我希望

升上中學後也有這樣的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親子旅行留倩影」攝影比賽

出版及網業組組員：羅詠霞主任、張正棉女士、廖凱欣女士、黃景偉先生　　顧問：蔡世鴻校長、李賽紅女士

家教會網址：http://itschool.heepwohcsw.edu.hk/pta　　地址：九龍長沙灣東京街十八號　18 Tonkin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執行委員名單
家長委員：廖凱欣女士 ( 主席 )、胡淑華女士 ( 副主席 )、周曉彤女士、張正棉女士、張昇媛女士、蕭荔君女士、
　　　　　謝寶榮先生、黃景偉先生、黃賢英女士、丘詩雅女士
老師委員：蔡世鴻校長 ( 副主席 )、陳國源副校長、羅詠霞主任、黃雪鄉主任、林嘉琪老師、盧燕嫻老師、王家麗姑娘

2016-2017年度親子旅行作文比賽

冠軍 2B 鄭智聰

　　親子旅行那天，爸爸、媽媽和我坐上

學校安排的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遊玩。樂園

地方很大，我們參與了很多活動，例如︰

摘士多啤梨、餵飼家禽、網金魚、跳彈彈

床⋯⋯當日天氣十分炎熱，我和同學們在

球場上追逐，即使我脫去了所有外套，也

汗流浹背，怎麼太陽伯伯那麼熱情呢？

　　中午，大家吃過豐富的盆菜後，我們

再乘坐旅遊巴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欣賞冰雕作品，然後我在小型四驅車城玩

賽車，開心極了 ! 最後，我在攤位遊戲中玩

「釣小鴨子」，很高興地贏取了中獎，拿

取了一隻很大的鴨子毛公仔。

　　回程時，我抱着「小鴨子」在車廂裏

睡着了。

6D 葉俊宝

2B 詹文恩
「不怕困難，努力面對」

5E黃浚洛

「我愛大自然」

1D凌頌熙 

「虎躍龍騰 ( 開心到飛起 )」冠軍

季軍

亞軍
1D譚亙睎

 「蓄勢待發」

2B鄭智聰 

「開心到跳起」

2B鄭智聰

 「可愛豬豬 對
我笑笑」

3A陳嘉謙

 「飛車一族」

6D劉潁嵐 

「我屬雞，你是
雞」

1B曾業誠

「大豐收」

2D譚忻瞳

「HIT THE TARG
ET!」

林淑穎女士

得獎
者合
照

又一年⋯⋯
校園記者：小蜜蜂

　　甚麼？今年是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委員選舉，這麼重要的日子，我小蜜蜂雖然近來心廣體胖，也要慢慢
地從蜂巢爬出來，為大家報導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

　　本年度的大會亦一如過往，反應十分熱烈，我想約有二百多名家長參與。主席致過「歡迎詞」後，便
是我最喜歡的環節—候選委員的自我介紹，雖是寥寥數語，也可看出家長們的熱心參與，所為何事？無
他，家長希望與子女一同參與學校事務，一同成長合作。

　　選舉過後，是林淑穎女士主持的講座—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林女士在本校分享多次，早已有一班
忠實粉絲，這次講座大家都聽得如痴如醉，期待着下次的延續篇。我小蜜蜂享受嗎？由於我是校園記者，

已聽了幾年講座，當然也有相當造詣，完全明白講者的一番心意—多鼓勵、多關心。

　　講座在一片掌聲下完結，我既然心廣體胖了，也不宜飛來飛去，靜心留在原地，欣賞
學校乙組詩班和中樂團的精采演出。詩班的歌聲娓娓動聽，繞樑三日；中樂團的演奏有時
澎湃攝人，如波濤貫耳；有時卻是清脆悅耳，如溪水東流；使我們聽得陶醉不已，我也浸
沉其中，眼皮也越來越重⋯⋯

　　我再張開雙眼時，只見禮堂已空無一人，原來已曲終人散。我的小睡，雖未致世上千
年，但學校已選出新一屆的委員了，在此感謝他們的熱心參與。

　　我吃力地飛回蜂巢，揉揉雙眼，只見日影西沉，睡意漸濃，我趕忙躺上被窩，再追尋
我的甜蜜美夢，只好來年再和大家報導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的盛況。



1998 年 ~ 第一屆家教會委員

2003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沙士一疫復課後為學生量度體溫1999 年 ~ 家教會委員齊穿華服祝賀
協和創校 87 周年

2004 年 ~ 為爭取新校推行全日制，
家教會委員

與一眾家長及同學向特別行政區長官
請願

2A 鄺美晴、6E 鄺美欣家長

　　不經不覺，我的兩位女兒在這大家庭生活已分別踏入第二
及第六個年頭了。而我在這段期間也參與了學校的生日會家長
義工工作。每次生日會，大家都好有默契地分工合作，例如手
工、包裝、分類，並把物資分配到各班級。這些程序一點都不
能出錯，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齊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每次
都很快順利完成，令我做義工的同時也獲益良多。

　　2016 年 9 月 9 日為「敬師日」，為了向全體老師聊表敬意，家教會
一眾委員均出席活動，以示支持。我們除了向老師們致送果籃外，也為同
學們預備了愛心蘋果和色彩鮮豔的康乃馨，讓他們向老師表達敬意。

　　今年我們也預備了心意卡，讓同學可在卡上寫上一些對老師的敬意和
心聲，很多同學都花了不少心思寫下對老師的「深情說話」。之後，我們
更把收集到的心意卡製作了一塊大型的「敬師板」，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都能欣賞及感受到同學們的真心話，也希望藉此宣揚「尊師重道」的精神。

　　家教會於 2017 年 2月 25 日「家長日」舉辦了義賣籌款，義
賣的貨品大部份都是由家長慷慨捐出。義賣貨品的種類繁多，有
玩具、文具、相架、頭飾、家庭用品等。

　　當日義賣非常成功，所籌得的款項已全數撥作「摘星獎勵計
劃」之用。

敬師日

家長日義賣

父母親節義賣

聖誕節義賣

父親節義賣

母親節義賣

親子義工探訪

2B 林愷晅、6D林愷晞家長

　　首先，感激學校給予家長們這個義工項目的參與機會。雖
然我兩名兒子都是協和人，但因之前工作繁忙，我還是第一次
參加「協助學生生日會」這個義工環節。

　　每次到達活動室，便看到一班熱心和投入的家長，有的在
為氣球充氣，有的在摺生日帽，更有的在點數和包裝，彷彿進
入了一個生產工場。不論王姑娘或各家長都謹守崗位，希望為
學校、一眾協和人出一分力，使孩子們的生日會能得以順利舉
行。往後希望學校能安排更多義工項目，使家長們多點融入協
和這個大家庭中。

4D 姚晉暘家長

　　協和是一個大家庭。學校每季都會為每位小朋友舉行生日
會。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我作為協和的家長，我
也很樂意在這歡欣的日子去分享「愛」。故此，我選擇當生日
會的家長義工。

　　過去的9月和今年的1月，我都有參與生日會的義工工作，
協助預備生日禮物、心意卡和分派禮物予相關班別。整個過程
中，我感到很快樂！一方面能認識到很多家長義工；另一方面
亦希望為生日的小朋友帶來一些小確幸—懂得感恩與分享！

家長義工訓練暨迎新聚會 義工嘉許禮

齊來慶生小派對

親子義工探訪後感
實習社工：麥瑋陶先生

　　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親子義工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到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總會美孚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是次探訪由十一對
小一親子組成。希望透過探訪長者中心，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接
觸長者的機會，一同慶祝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探訪活動籌備共分兩階段，皆由學生與家長主導。首階段籌
備包括：各親子義工互相認識、探索長者需要和構思探訪內容。
次階段籌備為預備所需物資，練習表演曲目和預備禮物包。

　　探訪當日，首先由學生們獻唱「歡欣」，「Jingle bells」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三首曲目。長者們的反應十分熱烈，
有些拍手助興，更有些和學生們一同唱起來。在緊接的遊戲「大
電視」中長者們要先觀察學生的動作從而去猜出答案。遊戲節奏
明快，氣氛非常熱烈，長者們都十分聰明，不消一會便把答案都
準確的猜出來，探訪活動也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在此感謝參與的家長及學生的通力合作，用心的預備。特別
是學生們為了探訪活動花不少時間練習曲目，態度可嘉；亦衷心
感謝家長們在百忙中預備探訪活動，期待在義工探訪活動一同服
務社區，榮神益人。

親子美食 DIY

義工家長心聲

家長教師會邁向 20 周年
我們一齊走過的日子⋯⋯ 

2014 年 ~ 年宵賣物嘉年華

2017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 年 ~ 家教會委員參與 105 周年校慶義賣及盆菜宴

2015 年 ~ 家教會珠海長隆海洋王國親子跨境遊

2005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抽獎 2007 年 ~ 家教會周年員大會
邀請陳敏兒女士主持講座

2008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平洲） 2008 年 ~ 家教會 10 周年慶祝活動

2010 年 ~ 家教會委員為遷校籌款上台唱歌跳舞
2012 年 ~ 深圳歡樂谷家教會親子跨境旅行2011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協和百年港校遊〉當日在協和書院進行義賣

　　「家校合作」一向是
協和小學(長沙灣)的優

良傳統，

本年正值學校家長教師
會邁向成立二十周年，

讓我們看

看它的發展歷程。

一 . 開創

 1996 年莫湘萍校長接任
為協和上午校校長，莫

校

長決意成立「家長教師
會」，於是籌組會章、

進行

選舉及舉辦活動，更以
一個「協」字為會徽，

喻意

「依着十架，家校同心
；引領孩子，達成夢想

」。

1998年成立之時，當時
第一屆主席為陳美賢女士

，

輾轉接近廿載，至今已
有七位主席帶領歷屆家

教會

與學校攜手合作，共同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

二 . 承傳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向以
「家校協和共育幼苗」

為家

教會的信念，過往十多
年來，有一起渡過的艱

苦歲

月：2004 年，協和小學
上午校獲通知未能分配

新

校舍，亦因此而未能如
期推行全日制，於是當

時兩

位主席谷玲玲女士與陳
寶珍女士及其他家長便

組

織「協和小學上、下午
校爭取推動全日制家長

行動

組」，師生和家長一同
到行政、立法兩會申訴

、約

見傳媒、到政府總部請
願⋯⋯過程雖艱苦，但

結果

是圓滿的。家校也有一
起渡過的開心事：如為

遷新

校而籌款。家教會在 2
007 年間由當時主席黃

詠珊

女士帶領，協助學校舉
辦步行籌款和義賣等一

連串

活動，大家同心協力，
為遷校籌得幾百萬元，

正是

家校同心，共創將來。
現在我們能擁有協和 (

長沙

灣 )的美麗校舍，實在要
感激莫校長、當時的老師

、

家長及學生的堅持和努力
。

三 . 發展

 在七名家教會主席的帶
領下，家教會多年來擔

當學

校與家長間的重要橋樑
。2011 年學校搬到長沙

灣

校舍時，當時兩位主席
彭慧薇女士及李賽紅女

士除

了協助遷校外，更將家
教會會章修改，令會章

更配

合學校的新發展。隨着
學校工作越來越繁重，

家校

合作愈益重要，我們在
現屆主席廖凱欣女士的

帶領

下，令家校合作更臻完
善，我們期望協和精神

在家

校的緊密合作下，代代
相傳，邁向千載。以下

是家

教會的一些重要相片，
讓我們重回過去，共同

追尋

美好時光。



1998 年 ~ 第一屆家教會委員

2003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沙士一疫復課後為學生量度體溫1999 年 ~ 家教會委員齊穿華服祝賀
協和創校 87 周年

2004 年 ~ 為爭取新校推行全日制，
家教會委員

與一眾家長及同學向特別行政區長官
請願

2A 鄺美晴、6E 鄺美欣家長

　　不經不覺，我的兩位女兒在這大家庭生活已分別踏入第二
及第六個年頭了。而我在這段期間也參與了學校的生日會家長
義工工作。每次生日會，大家都好有默契地分工合作，例如手
工、包裝、分類，並把物資分配到各班級。這些程序一點都不
能出錯，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齊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每次
都很快順利完成，令我做義工的同時也獲益良多。

　　2016 年 9 月 9 日為「敬師日」，為了向全體老師聊表敬意，家教會
一眾委員均出席活動，以示支持。我們除了向老師們致送果籃外，也為同
學們預備了愛心蘋果和色彩鮮豔的康乃馨，讓他們向老師表達敬意。

　　今年我們也預備了心意卡，讓同學可在卡上寫上一些對老師的敬意和
心聲，很多同學都花了不少心思寫下對老師的「深情說話」。之後，我們
更把收集到的心意卡製作了一塊大型的「敬師板」，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都能欣賞及感受到同學們的真心話，也希望藉此宣揚「尊師重道」的精神。

　　家教會於 2017 年 2月 25 日「家長日」舉辦了義賣籌款，義
賣的貨品大部份都是由家長慷慨捐出。義賣貨品的種類繁多，有
玩具、文具、相架、頭飾、家庭用品等。

　　當日義賣非常成功，所籌得的款項已全數撥作「摘星獎勵計
劃」之用。

敬師日

家長日義賣

父母親節義賣

聖誕節義賣

父親節義賣

母親節義賣

親子義工探訪

2B 林愷晅、6D林愷晞家長

　　首先，感激學校給予家長們這個義工項目的參與機會。雖
然我兩名兒子都是協和人，但因之前工作繁忙，我還是第一次
參加「協助學生生日會」這個義工環節。

　　每次到達活動室，便看到一班熱心和投入的家長，有的在
為氣球充氣，有的在摺生日帽，更有的在點數和包裝，彷彿進
入了一個生產工場。不論王姑娘或各家長都謹守崗位，希望為
學校、一眾協和人出一分力，使孩子們的生日會能得以順利舉
行。往後希望學校能安排更多義工項目，使家長們多點融入協
和這個大家庭中。

4D 姚晉暘家長

　　協和是一個大家庭。學校每季都會為每位小朋友舉行生日
會。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我作為協和的家長，我
也很樂意在這歡欣的日子去分享「愛」。故此，我選擇當生日
會的家長義工。

　　過去的9月和今年的1月，我都有參與生日會的義工工作，
協助預備生日禮物、心意卡和分派禮物予相關班別。整個過程
中，我感到很快樂！一方面能認識到很多家長義工；另一方面
亦希望為生日的小朋友帶來一些小確幸—懂得感恩與分享！

家長義工訓練暨迎新聚會 義工嘉許禮

齊來慶生小派對

親子義工探訪後感
實習社工：麥瑋陶先生

　　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親子義工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到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總會美孚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是次探訪由十一對
小一親子組成。希望透過探訪長者中心，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接
觸長者的機會，一同慶祝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探訪活動籌備共分兩階段，皆由學生與家長主導。首階段籌
備包括：各親子義工互相認識、探索長者需要和構思探訪內容。
次階段籌備為預備所需物資，練習表演曲目和預備禮物包。

　　探訪當日，首先由學生們獻唱「歡欣」，「Jingle bells」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三首曲目。長者們的反應十分熱烈，
有些拍手助興，更有些和學生們一同唱起來。在緊接的遊戲「大
電視」中長者們要先觀察學生的動作從而去猜出答案。遊戲節奏
明快，氣氛非常熱烈，長者們都十分聰明，不消一會便把答案都
準確的猜出來，探訪活動也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在此感謝參與的家長及學生的通力合作，用心的預備。特別
是學生們為了探訪活動花不少時間練習曲目，態度可嘉；亦衷心
感謝家長們在百忙中預備探訪活動，期待在義工探訪活動一同服
務社區，榮神益人。

親子美食 DIY

義工家長心聲

家長教師會邁向 20 周年
我們一齊走過的日子⋯⋯ 

2014 年 ~ 年宵賣物嘉年華

2017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 年 ~ 家教會委員參與 105 周年校慶義賣及盆菜宴

2015 年 ~ 家教會珠海長隆海洋王國親子跨境遊

2005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抽獎 2007 年 ~ 家教會周年員大會
邀請陳敏兒女士主持講座

2008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平洲） 2008 年 ~ 家教會 10 周年慶祝活動

2010 年 ~ 家教會委員為遷校籌款上台唱歌跳舞
2012 年 ~ 深圳歡樂谷家教會親子跨境旅行2011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協和百年港校遊〉當日在協和書院進行義賣

　　「家校合作」一向是
協和小學(長沙灣)的優

良傳統，

本年正值學校家長教師
會邁向成立二十周年，

讓我們看

看它的發展歷程。

一 . 開創

 1996 年莫湘萍校長接任
為協和上午校校長，莫

校

長決意成立「家長教師
會」，於是籌組會章、

進行

選舉及舉辦活動，更以
一個「協」字為會徽，

喻意

「依着十架，家校同心
；引領孩子，達成夢想

」。

1998年成立之時，當時
第一屆主席為陳美賢女士

，

輾轉接近廿載，至今已
有七位主席帶領歷屆家

教會

與學校攜手合作，共同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

二 . 承傳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向以
「家校協和共育幼苗」

為家

教會的信念，過往十多
年來，有一起渡過的艱

苦歲

月：2004 年，協和小學
上午校獲通知未能分配

新

校舍，亦因此而未能如
期推行全日制，於是當

時兩

位主席谷玲玲女士與陳
寶珍女士及其他家長便

組

織「協和小學上、下午
校爭取推動全日制家長

行動

組」，師生和家長一同
到行政、立法兩會申訴

、約

見傳媒、到政府總部請
願⋯⋯過程雖艱苦，但

結果

是圓滿的。家校也有一
起渡過的開心事：如為

遷新

校而籌款。家教會在 2
007 年間由當時主席黃

詠珊

女士帶領，協助學校舉
辦步行籌款和義賣等一

連串

活動，大家同心協力，
為遷校籌得幾百萬元，

正是

家校同心，共創將來。
現在我們能擁有協和 (

長沙

灣 )的美麗校舍，實在要
感激莫校長、當時的老師

、

家長及學生的堅持和努力
。

三 . 發展

 在七名家教會主席的帶
領下，家教會多年來擔

當學

校與家長間的重要橋樑
。2011 年學校搬到長沙

灣

校舍時，當時兩位主席
彭慧薇女士及李賽紅女

士除

了協助遷校外，更將家
教會會章修改，令會章

更配

合學校的新發展。隨着
學校工作越來越繁重，

家校

合作愈益重要，我們在
現屆主席廖凱欣女士的

帶領

下，令家校合作更臻完
善，我們期望協和精神

在家

校的緊密合作下，代代
相傳，邁向千載。以下

是家

教會的一些重要相片，
讓我們重回過去，共同

追尋

美好時光。



1998 年 ~ 第一屆家教會委員

2003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沙士一疫復課後為學生量度體溫1999 年 ~ 家教會委員齊穿華服祝賀
協和創校 87 周年

2004 年 ~ 為爭取新校推行全日制，
家教會委員

與一眾家長及同學向特別行政區長官
請願

2A 鄺美晴、6E 鄺美欣家長

　　不經不覺，我的兩位女兒在這大家庭生活已分別踏入第二
及第六個年頭了。而我在這段期間也參與了學校的生日會家長
義工工作。每次生日會，大家都好有默契地分工合作，例如手
工、包裝、分類，並把物資分配到各班級。這些程序一點都不
能出錯，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齊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每次
都很快順利完成，令我做義工的同時也獲益良多。

　　2016 年 9 月 9 日為「敬師日」，為了向全體老師聊表敬意，家教會
一眾委員均出席活動，以示支持。我們除了向老師們致送果籃外，也為同
學們預備了愛心蘋果和色彩鮮豔的康乃馨，讓他們向老師表達敬意。

　　今年我們也預備了心意卡，讓同學可在卡上寫上一些對老師的敬意和
心聲，很多同學都花了不少心思寫下對老師的「深情說話」。之後，我們
更把收集到的心意卡製作了一塊大型的「敬師板」，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都能欣賞及感受到同學們的真心話，也希望藉此宣揚「尊師重道」的精神。

　　家教會於 2017 年 2月 25 日「家長日」舉辦了義賣籌款，義
賣的貨品大部份都是由家長慷慨捐出。義賣貨品的種類繁多，有
玩具、文具、相架、頭飾、家庭用品等。

　　當日義賣非常成功，所籌得的款項已全數撥作「摘星獎勵計
劃」之用。

敬師日

家長日義賣

父母親節義賣

聖誕節義賣

父親節義賣

母親節義賣

親子義工探訪

2B 林愷晅、6D林愷晞家長

　　首先，感激學校給予家長們這個義工項目的參與機會。雖
然我兩名兒子都是協和人，但因之前工作繁忙，我還是第一次
參加「協助學生生日會」這個義工環節。

　　每次到達活動室，便看到一班熱心和投入的家長，有的在
為氣球充氣，有的在摺生日帽，更有的在點數和包裝，彷彿進
入了一個生產工場。不論王姑娘或各家長都謹守崗位，希望為
學校、一眾協和人出一分力，使孩子們的生日會能得以順利舉
行。往後希望學校能安排更多義工項目，使家長們多點融入協
和這個大家庭中。

4D 姚晉暘家長

　　協和是一個大家庭。學校每季都會為每位小朋友舉行生日
會。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我作為協和的家長，我
也很樂意在這歡欣的日子去分享「愛」。故此，我選擇當生日
會的家長義工。

　　過去的9月和今年的1月，我都有參與生日會的義工工作，
協助預備生日禮物、心意卡和分派禮物予相關班別。整個過程
中，我感到很快樂！一方面能認識到很多家長義工；另一方面
亦希望為生日的小朋友帶來一些小確幸—懂得感恩與分享！

家長義工訓練暨迎新聚會 義工嘉許禮

齊來慶生小派對

親子義工探訪後感
實習社工：麥瑋陶先生

　　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親子義工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到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總會美孚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是次探訪由十一對
小一親子組成。希望透過探訪長者中心，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接
觸長者的機會，一同慶祝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探訪活動籌備共分兩階段，皆由學生與家長主導。首階段籌
備包括：各親子義工互相認識、探索長者需要和構思探訪內容。
次階段籌備為預備所需物資，練習表演曲目和預備禮物包。

　　探訪當日，首先由學生們獻唱「歡欣」，「Jingle bells」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三首曲目。長者們的反應十分熱烈，
有些拍手助興，更有些和學生們一同唱起來。在緊接的遊戲「大
電視」中長者們要先觀察學生的動作從而去猜出答案。遊戲節奏
明快，氣氛非常熱烈，長者們都十分聰明，不消一會便把答案都
準確的猜出來，探訪活動也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在此感謝參與的家長及學生的通力合作，用心的預備。特別
是學生們為了探訪活動花不少時間練習曲目，態度可嘉；亦衷心
感謝家長們在百忙中預備探訪活動，期待在義工探訪活動一同服
務社區，榮神益人。

親子美食 DIY

義工家長心聲

家長教師會邁向 20 周年
我們一齊走過的日子⋯⋯ 

2014 年 ~ 年宵賣物嘉年華

2017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 年 ~ 家教會委員參與 105 周年校慶義賣及盆菜宴

2015 年 ~ 家教會珠海長隆海洋王國親子跨境遊

2005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抽獎 2007 年 ~ 家教會周年員大會
邀請陳敏兒女士主持講座

2008 年 ~ 家教會親子旅行（平洲） 2008 年 ~ 家教會 10 周年慶祝活動

2010 年 ~ 家教會委員為遷校籌款上台唱歌跳舞
2012 年 ~ 深圳歡樂谷家教會親子跨境旅行2011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協和百年港校遊〉當日在協和書院進行義賣

　　「家校合作」一向是
協和小學(長沙灣)的優

良傳統，

本年正值學校家長教師
會邁向成立二十周年，

讓我們看

看它的發展歷程。

一 . 開創

 1996 年莫湘萍校長接任
為協和上午校校長，莫

校

長決意成立「家長教師
會」，於是籌組會章、

進行

選舉及舉辦活動，更以
一個「協」字為會徽，

喻意

「依着十架，家校同心
；引領孩子，達成夢想

」。

1998年成立之時，當時
第一屆主席為陳美賢女士

，

輾轉接近廿載，至今已
有七位主席帶領歷屆家

教會

與學校攜手合作，共同發
揮家校合作精神。

二 . 承傳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向以
「家校協和共育幼苗」

為家

教會的信念，過往十多
年來，有一起渡過的艱

苦歲

月：2004 年，協和小學
上午校獲通知未能分配

新

校舍，亦因此而未能如
期推行全日制，於是當

時兩

位主席谷玲玲女士與陳
寶珍女士及其他家長便

組

織「協和小學上、下午
校爭取推動全日制家長

行動

組」，師生和家長一同
到行政、立法兩會申訴

、約

見傳媒、到政府總部請
願⋯⋯過程雖艱苦，但

結果

是圓滿的。家校也有一
起渡過的開心事：如為

遷新

校而籌款。家教會在 2
007 年間由當時主席黃

詠珊

女士帶領，協助學校舉
辦步行籌款和義賣等一

連串

活動，大家同心協力，
為遷校籌得幾百萬元，

正是

家校同心，共創將來。
現在我們能擁有協和 (

長沙

灣 )的美麗校舍，實在要
感激莫校長、當時的老師

、

家長及學生的堅持和努力
。

三 . 發展

 在七名家教會主席的帶
領下，家教會多年來擔

當學

校與家長間的重要橋樑
。2011 年學校搬到長沙

灣

校舍時，當時兩位主席
彭慧薇女士及李賽紅女

士除

了協助遷校外，更將家
教會會章修改，令會章

更配

合學校的新發展。隨着
學校工作越來越繁重，

家校

合作愈益重要，我們在
現屆主席廖凱欣女士的

帶領

下，令家校合作更臻完
善，我們期望協和精神

在家

校的緊密合作下，代代
相傳，邁向千載。以下

是家

教會的一些重要相片，
讓我們重回過去，共同

追尋

美好時光。



1998 年 ~ 第一屆家教會委員

2003 年 ~ 家教會委員於

沙士一疫復課後為學生量度體溫1999 年 ~ 家教會委員齊穿華服祝賀
協和創校 87 周年

2004 年 ~ 為爭取新校推行全日制，
家教會委員

與一眾家長及同學向特別行政區長官
請願

2A 鄺美晴、6E 鄺美欣家長

　　不經不覺，我的兩位女兒在這大家庭生活已分別踏入第二
及第六個年頭了。而我在這段期間也參與了學校的生日會家長
義工工作。每次生日會，大家都好有默契地分工合作，例如手
工、包裝、分類，並把物資分配到各班級。這些程序一點都不
能出錯，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齊心協力，發揮團隊精神，每次
都很快順利完成，令我做義工的同時也獲益良多。

　　2016 年 9 月 9 日為「敬師日」，為了向全體老師聊表敬意，家教會
一眾委員均出席活動，以示支持。我們除了向老師們致送果籃外，也為同
學們預備了愛心蘋果和色彩鮮豔的康乃馨，讓他們向老師表達敬意。

　　今年我們也預備了心意卡，讓同學可在卡上寫上一些對老師的敬意和
心聲，很多同學都花了不少心思寫下對老師的「深情說話」。之後，我們
更把收集到的心意卡製作了一塊大型的「敬師板」，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都能欣賞及感受到同學們的真心話，也希望藉此宣揚「尊師重道」的精神。

　　家教會於 2017 年 2月 25 日「家長日」舉辦了義賣籌款，義
賣的貨品大部份都是由家長慷慨捐出。義賣貨品的種類繁多，有
玩具、文具、相架、頭飾、家庭用品等。

　　當日義賣非常成功，所籌得的款項已全數撥作「摘星獎勵計
劃」之用。

敬師日

家長日義賣

父母親節義賣

聖誕節義賣

父親節義賣

母親節義賣

親子義工探訪

2B 林愷晅、6D林愷晞家長

　　首先，感激學校給予家長們這個義工項目的參與機會。雖
然我兩名兒子都是協和人，但因之前工作繁忙，我還是第一次
參加「協助學生生日會」這個義工環節。

　　每次到達活動室，便看到一班熱心和投入的家長，有的在
為氣球充氣，有的在摺生日帽，更有的在點數和包裝，彷彿進
入了一個生產工場。不論王姑娘或各家長都謹守崗位，希望為
學校、一眾協和人出一分力，使孩子們的生日會能得以順利舉
行。往後希望學校能安排更多義工項目，使家長們多點融入協
和這個大家庭中。

4D 姚晉暘家長

　　協和是一個大家庭。學校每季都會為每位小朋友舉行生日
會。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我作為協和的家長，我
也很樂意在這歡欣的日子去分享「愛」。故此，我選擇當生日
會的家長義工。

　　過去的9月和今年的1月，我都有參與生日會的義工工作，
協助預備生日禮物、心意卡和分派禮物予相關班別。整個過程
中，我感到很快樂！一方面能認識到很多家長義工；另一方面
亦希望為生日的小朋友帶來一些小確幸—懂得感恩與分享！

家長義工訓練暨迎新聚會 義工嘉許禮

齊來慶生小派對

親子義工探訪後感
實習社工：麥瑋陶先生

　　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親子義工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到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總會美孚長者中心進行探訪活動。是次探訪由十一對
小一親子組成。希望透過探訪長者中心，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接
觸長者的機會，一同慶祝聖誕節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

　　探訪活動籌備共分兩階段，皆由學生與家長主導。首階段籌
備包括：各親子義工互相認識、探索長者需要和構思探訪內容。
次階段籌備為預備所需物資，練習表演曲目和預備禮物包。

　　探訪當日，首先由學生們獻唱「歡欣」，「Jingle bells」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三首曲目。長者們的反應十分熱烈，
有些拍手助興，更有些和學生們一同唱起來。在緊接的遊戲「大
電視」中長者們要先觀察學生的動作從而去猜出答案。遊戲節奏
明快，氣氛非常熱烈，長者們都十分聰明，不消一會便把答案都
準確的猜出來，探訪活動也在一片歡樂聲中完結。

　　在此感謝參與的家長及學生的通力合作，用心的預備。特別
是學生們為了探訪活動花不少時間練習曲目，態度可嘉；亦衷心
感謝家長們在百忙中預備探訪活動，期待在義工探訪活動一同服
務社區，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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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教師會一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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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

教會的信念，過往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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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師生和家長一同
到行政、立法兩會申訴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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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過程雖艱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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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能擁有協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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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的美麗校舍，實在要
感激莫校長、當時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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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學生的堅持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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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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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獎

季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已於2017年 1月 7日舉行，

當天的參加人數有五百多人，包括同學、家長、一眾

老師和校長。

　　當天上午，我們先乘坐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進行親

子遊戲，各人都自由參與場內的不同遊戲或採摘草莓，

並於園內享用美味的盆菜，席間當然少不了抽獎的環

節，今年的獎品相當豐富，相信中獎的幸運兒都感到

相當滿意。最後我們便到大棠參觀「香港哈爾濱冰雪

節」，欣賞美麗的冰雕及自由參與場內的各項攤位遊

戲。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十屆家長委員選舉

家教會親子旅行家教會親子旅行

亞軍
1B 蘇鈺環

　　親子旅行那天，我身未

動，心已遠。我們乘坐旅遊

巴到達元朗錦田。首先我們

去了廣闊的草莓園，我和同

學每人提了一個籃子採摘草

莓，紅紅的果實酸酸甜甜，

清香可口的味道令人回味無

窮。

　　我們還去了哈爾濱冰雪

世界，裏面冰天雪地，各種

冰雕栩栩如生。我們玩到流

連忘返，真是不虛此行啊 !

2D 杜穎恒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來到了錦田

樂園，看見很多好玩的遊戲和活動，我興奮極了 !

立刻跑上去玩我最愛玩的彈彈床，玩得很開心。

　　接著，爸爸媽媽帶我去觀賞園地，我看見園

地上長了好多紅紅的草莓，媽媽摘了一些給我

吃，這些草莓美味極了 !

　　不知不覺到了食午飯的時間，我們洗了手，

去到吃午飯的地方，嘩 ! 真的很熱鬧啊 ! 有的同

學在玩耍，有的同學玩抽獎遊戲，實在太開心了 !

　　午膳後，我們來到了元朗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遊玩，我們先進去哈爾濱冰雪世界參觀和照相，

再去玩其他活動遊戲。時間過得真快，到該回家

的時間了，我真的依依不捨，這次活動真的很開

心，有時間還想再來。

1A 崔善盈

　　親子旅行那天，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這天除了是我最喜歡的旅行，也是我人生中

經歷最多的第一次。首先，我第一次去錦田

樂園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士多啤梨，非常美

味。其次，我第一次享用家鄉盆菜，感到非

常特別。第三，我第一次餵飼山羊和小豬，

我感到很快樂。第四，我第一次取得大獎，

還得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禮物。最後，我去了

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這裡雖是寒冷，但是

十分好玩，使我樂而忘返。

1C 葉樺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一早回到學

校等待出發。

　　第一站我們來到錦田樂園。我看見一

片片綠油油的菜地。我看見有很多紅通通

的草莓。我和媽媽一起摘草莓十分開心。

　　第二站我們來到哈爾濱冰雪世界，我

們要穿上大衣入場，因為裏面十分冷。我

喜歡玩用冰做的滑梯。

　　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

2B 張嘉誠

　　親子旅行那天，我覺得最難忘

的是釣鴨子的遊戲，用了三個代幣

換取五次釣鴨子的機會。鴨子的底

部有些數字，代表中獎的分數，累

積分數高，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獎

品。我釣鴨子的時候很認真，我得

了一個小熊，我很喜歡它，我覺得

這次的親子旅行很有趣。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5E 黃浚洛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吃過豐富的早餐後，便高高

興興地回校集合，然後便乘旅遊車出發了。在旅遊車上，我們

玩了一個小遊戲和大抽獎，雖然我們沒有中獎，但媽媽在玩小

遊戲時贏了一份小獎品，所以我們都十分開心，還替我們的導

遊姐姐改了一個名字呢 ! 名叫「導遊占」。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間便到了第一個目的地──錦田俱樂

部。那裏有很多活動設施，包括風箏、釣魚塘、碰碰車和撈金

魚等等。我玩了撈金魚和採摘士多啤梨，同學們有的玩踏單車、

有的玩放風箏，有的去了餵小羊吃草。中午我們在那裏吃盆菜。

其間，學校的抽獎時間到了，大家都盼望中獎呢！午餐後，我

們立刻出發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那裏氣溫只有零下十

度，我和同學一起拍照和玩滑冰梯，玩得十分高興。

　　時間過得真快，大家都依依不捨地坐旅遊車回校去。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朋友一起乘坐旅遊巴出發，當時

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乘坐旅遊巴途中，導遊介紹遊覽香港

郊外的地方，聊了一會兒，便到達了。

　　首先，我們到達元朗錦田樂園，導遊帶領我們遊了一圈，便

拍了一張大合照。然後我們立即前往士多啤梨園採摘士多啤梨，

看見一顆又一顆又紅又大的士多啤梨，心中就愈開心。結果我們

共摘了三盒，共三百五十元。接着，我們到達單車場地，玩了一

個小時。然後，我們便撈金魚，當時撈到的成績也不差，一共撈

到二十多條。到了吃盆菜時間，我吃飽後，便急急地趕去製作彩

沙，因為這個瓶子就像裝滿這天的回憶一樣。

　　最後，我們到達大棠生態園旁的地方──哈爾濱冰雪節場

地。一踏入冰室，便感受到寒冷的氣溫。裏面全部都用冰砌成的。

滑梯、冰雕等，十分寒冷。我一見到出口便衝出去，因為裏面十

分寒冷。出來後，玩了會心臟病發的滑梯及經常撞車的遊戲。然

後便前往大棠生態園，在那裏也摘了士多啤梨，坐了由牛拉行的

車後，便上車回程。

　　這天也十分難得，因為媽媽經常工作，很少陪伴我。我要感

謝媽媽在百忙中陪伴我渡過愉快的一天。

6D 劉潁嵐

　　一月七日是我們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我們都去了錦田

俱樂部和哈爾濱冰雪節，它們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的第一站是錦田俱樂部，老師先讓我們自由活動。

我去了採摘草莓，而且是日本品種。每一粒放進口時，就會

散發一絲絲甜味。然後我們進食美味的午餐──盆菜。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例如︰蝦、肉、魚旦、菜等。每樣菜都

有各自的美味，在場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呢 !

　　第二站 ( 又是最後一站 ) 是哈爾濱冰雪節。我們在冰雕展

覽館裏看到很多仔細又有趣的冰雕，而我最喜愛的是馬卡龍

蛋糕。我玩了一個由冰製成的滑梯，而且滑得很快。

　　這時又到了離開的時候，不知不覺玩了一整天。我希望

升上中學後也有這樣的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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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2B 鄭智聰

　　親子旅行那天，爸爸、媽媽和我坐上

學校安排的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遊玩。樂園

地方很大，我們參與了很多活動，例如︰

摘士多啤梨、餵飼家禽、網金魚、跳彈彈

床⋯⋯當日天氣十分炎熱，我和同學們在

球場上追逐，即使我脫去了所有外套，也

汗流浹背，怎麼太陽伯伯那麼熱情呢？

　　中午，大家吃過豐富的盆菜後，我們

再乘坐旅遊巴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欣賞冰雕作品，然後我在小型四驅車城玩

賽車，開心極了 ! 最後，我在攤位遊戲中玩

「釣小鴨子」，很高興地贏取了中獎，拿

取了一隻很大的鴨子毛公仔。

　　回程時，我抱着「小鴨子」在車廂裏

睡着了。

6D 葉俊宝

2B 詹文恩
「不怕困難，努力面對」

5E黃浚洛

「我愛大自然」

1D凌頌熙 

「虎躍龍騰 ( 開心到飛起 )」冠軍

季軍

亞軍
1D譚亙睎

 「蓄勢待發」

2B鄭智聰 

「開心到跳起」

2B鄭智聰

 「可愛豬豬 對
我笑笑」

3A陳嘉謙

 「飛車一族」

6D劉潁嵐 

「我屬雞，你是
雞」

1B曾業誠

「大豐收」

2D譚忻瞳

「HIT THE TARG
ET!」

林淑穎女士

得獎
者合
照

又一年⋯⋯
校園記者：小蜜蜂

　　甚麼？今年是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委員選舉，這麼重要的日子，我小蜜蜂雖然近來心廣體胖，也要慢慢
地從蜂巢爬出來，為大家報導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

　　本年度的大會亦一如過往，反應十分熱烈，我想約有二百多名家長參與。主席致過「歡迎詞」後，便
是我最喜歡的環節—候選委員的自我介紹，雖是寥寥數語，也可看出家長們的熱心參與，所為何事？無
他，家長希望與子女一同參與學校事務，一同成長合作。

　　選舉過後，是林淑穎女士主持的講座—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林女士在本校分享多次，早已有一班
忠實粉絲，這次講座大家都聽得如痴如醉，期待着下次的延續篇。我小蜜蜂享受嗎？由於我是校園記者，

已聽了幾年講座，當然也有相當造詣，完全明白講者的一番心意—多鼓勵、多關心。

　　講座在一片掌聲下完結，我既然心廣體胖了，也不宜飛來飛去，靜心留在原地，欣賞
學校乙組詩班和中樂團的精采演出。詩班的歌聲娓娓動聽，繞樑三日；中樂團的演奏有時
澎湃攝人，如波濤貫耳；有時卻是清脆悅耳，如溪水東流；使我們聽得陶醉不已，我也浸
沉其中，眼皮也越來越重⋯⋯

　　我再張開雙眼時，只見禮堂已空無一人，原來已曲終人散。我的小睡，雖未致世上千
年，但學校已選出新一屆的委員了，在此感謝他們的熱心參與。

　　我吃力地飛回蜂巢，揉揉雙眼，只見日影西沉，睡意漸濃，我趕忙躺上被窩，再追尋
我的甜蜜美夢，只好來年再和大家報導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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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已於2017年 1月 7日舉行，

當天的參加人數有五百多人，包括同學、家長、一眾

老師和校長。

　　當天上午，我們先乘坐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進行親

子遊戲，各人都自由參與場內的不同遊戲或採摘草莓，

並於園內享用美味的盆菜，席間當然少不了抽獎的環

節，今年的獎品相當豐富，相信中獎的幸運兒都感到

相當滿意。最後我們便到大棠參觀「香港哈爾濱冰雪

節」，欣賞美麗的冰雕及自由參與場內的各項攤位遊

戲。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十屆家長委員選舉

家教會親子旅行家教會親子旅行

亞軍
1B 蘇鈺環

　　親子旅行那天，我身未

動，心已遠。我們乘坐旅遊

巴到達元朗錦田。首先我們

去了廣闊的草莓園，我和同

學每人提了一個籃子採摘草

莓，紅紅的果實酸酸甜甜，

清香可口的味道令人回味無

窮。

　　我們還去了哈爾濱冰雪

世界，裏面冰天雪地，各種

冰雕栩栩如生。我們玩到流

連忘返，真是不虛此行啊 !

2D 杜穎恒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來到了錦田

樂園，看見很多好玩的遊戲和活動，我興奮極了 !

立刻跑上去玩我最愛玩的彈彈床，玩得很開心。

　　接著，爸爸媽媽帶我去觀賞園地，我看見園

地上長了好多紅紅的草莓，媽媽摘了一些給我

吃，這些草莓美味極了 !

　　不知不覺到了食午飯的時間，我們洗了手，

去到吃午飯的地方，嘩 ! 真的很熱鬧啊 ! 有的同

學在玩耍，有的同學玩抽獎遊戲，實在太開心了 !

　　午膳後，我們來到了元朗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遊玩，我們先進去哈爾濱冰雪世界參觀和照相，

再去玩其他活動遊戲。時間過得真快，到該回家

的時間了，我真的依依不捨，這次活動真的很開

心，有時間還想再來。

1A 崔善盈

　　親子旅行那天，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這天除了是我最喜歡的旅行，也是我人生中

經歷最多的第一次。首先，我第一次去錦田

樂園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士多啤梨，非常美

味。其次，我第一次享用家鄉盆菜，感到非

常特別。第三，我第一次餵飼山羊和小豬，

我感到很快樂。第四，我第一次取得大獎，

還得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禮物。最後，我去了

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這裡雖是寒冷，但是

十分好玩，使我樂而忘返。

1C 葉樺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一早回到學

校等待出發。

　　第一站我們來到錦田樂園。我看見一

片片綠油油的菜地。我看見有很多紅通通

的草莓。我和媽媽一起摘草莓十分開心。

　　第二站我們來到哈爾濱冰雪世界，我

們要穿上大衣入場，因為裏面十分冷。我

喜歡玩用冰做的滑梯。

　　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

2B 張嘉誠

　　親子旅行那天，我覺得最難忘

的是釣鴨子的遊戲，用了三個代幣

換取五次釣鴨子的機會。鴨子的底

部有些數字，代表中獎的分數，累

積分數高，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獎

品。我釣鴨子的時候很認真，我得

了一個小熊，我很喜歡它，我覺得

這次的親子旅行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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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吃過豐富的早餐後，便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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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梯、冰雕等，十分寒冷。我一見到出口便衝出去，因為裏面十

分寒冷。出來後，玩了會心臟病發的滑梯及經常撞車的遊戲。然

後便前往大棠生態園，在那裏也摘了士多啤梨，坐了由牛拉行的

車後，便上車回程。

　　這天也十分難得，因為媽媽經常工作，很少陪伴我。我要感

謝媽媽在百忙中陪伴我渡過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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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樂部和哈爾濱冰雪節，它們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的第一站是錦田俱樂部，老師先讓我們自由活動。

我去了採摘草莓，而且是日本品種。每一粒放進口時，就會

散發一絲絲甜味。然後我們進食美味的午餐──盆菜。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例如︰蝦、肉、魚旦、菜等。每樣菜都

有各自的美味，在場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呢 !

　　第二站 ( 又是最後一站 ) 是哈爾濱冰雪節。我們在冰雕展

覽館裏看到很多仔細又有趣的冰雕，而我最喜愛的是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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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車一族」

6D劉潁嵐 

「我屬雞，你是
雞」

1B曾業誠

「大豐收」

2D譚忻瞳

「HIT THE TARG
ET!」

林淑穎女士

得獎
者合
照

又一年⋯⋯
校園記者：小蜜蜂

　　甚麼？今年是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委員選舉，這麼重要的日子，我小蜜蜂雖然近來心廣體胖，也要慢慢
地從蜂巢爬出來，為大家報導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

　　本年度的大會亦一如過往，反應十分熱烈，我想約有二百多名家長參與。主席致過「歡迎詞」後，便
是我最喜歡的環節—候選委員的自我介紹，雖是寥寥數語，也可看出家長們的熱心參與，所為何事？無
他，家長希望與子女一同參與學校事務，一同成長合作。

　　選舉過後，是林淑穎女士主持的講座—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林女士在本校分享多次，早已有一班
忠實粉絲，這次講座大家都聽得如痴如醉，期待着下次的延續篇。我小蜜蜂享受嗎？由於我是校園記者，

已聽了幾年講座，當然也有相當造詣，完全明白講者的一番心意—多鼓勵、多關心。

　　講座在一片掌聲下完結，我既然心廣體胖了，也不宜飛來飛去，靜心留在原地，欣賞
學校乙組詩班和中樂團的精采演出。詩班的歌聲娓娓動聽，繞樑三日；中樂團的演奏有時
澎湃攝人，如波濤貫耳；有時卻是清脆悅耳，如溪水東流；使我們聽得陶醉不已，我也浸
沉其中，眼皮也越來越重⋯⋯

　　我再張開雙眼時，只見禮堂已空無一人，原來已曲終人散。我的小睡，雖未致世上千
年，但學校已選出新一屆的委員了，在此感謝他們的熱心參與。

　　我吃力地飛回蜂巢，揉揉雙眼，只見日影西沉，睡意漸濃，我趕忙躺上被窩，再追尋
我的甜蜜美夢，只好來年再和大家報導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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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已於2017年 1月 7日舉行，

當天的參加人數有五百多人，包括同學、家長、一眾

老師和校長。

　　當天上午，我們先乘坐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進行親

子遊戲，各人都自由參與場內的不同遊戲或採摘草莓，

並於園內享用美味的盆菜，席間當然少不了抽獎的環

節，今年的獎品相當豐富，相信中獎的幸運兒都感到

相當滿意。最後我們便到大棠參觀「香港哈爾濱冰雪

節」，欣賞美麗的冰雕及自由參與場內的各項攤位遊

戲。

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十屆家長委員選舉

家教會親子旅行家教會親子旅行

亞軍
1B 蘇鈺環

　　親子旅行那天，我身未

動，心已遠。我們乘坐旅遊

巴到達元朗錦田。首先我們

去了廣闊的草莓園，我和同

學每人提了一個籃子採摘草

莓，紅紅的果實酸酸甜甜，

清香可口的味道令人回味無

窮。

　　我們還去了哈爾濱冰雪

世界，裏面冰天雪地，各種

冰雕栩栩如生。我們玩到流

連忘返，真是不虛此行啊 !

2D 杜穎恒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來到了錦田

樂園，看見很多好玩的遊戲和活動，我興奮極了 !

立刻跑上去玩我最愛玩的彈彈床，玩得很開心。

　　接著，爸爸媽媽帶我去觀賞園地，我看見園

地上長了好多紅紅的草莓，媽媽摘了一些給我

吃，這些草莓美味極了 !

　　不知不覺到了食午飯的時間，我們洗了手，

去到吃午飯的地方，嘩 ! 真的很熱鬧啊 ! 有的同

學在玩耍，有的同學玩抽獎遊戲，實在太開心了 !

　　午膳後，我們來到了元朗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遊玩，我們先進去哈爾濱冰雪世界參觀和照相，

再去玩其他活動遊戲。時間過得真快，到該回家

的時間了，我真的依依不捨，這次活動真的很開

心，有時間還想再來。

1A 崔善盈

　　親子旅行那天，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

這天除了是我最喜歡的旅行，也是我人生中

經歷最多的第一次。首先，我第一次去錦田

樂園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士多啤梨，非常美

味。其次，我第一次享用家鄉盆菜，感到非

常特別。第三，我第一次餵飼山羊和小豬，

我感到很快樂。第四，我第一次取得大獎，

還得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禮物。最後，我去了

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這裡雖是寒冷，但是

十分好玩，使我樂而忘返。

1C 葉樺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一早回到學

校等待出發。

　　第一站我們來到錦田樂園。我看見一

片片綠油油的菜地。我看見有很多紅通通

的草莓。我和媽媽一起摘草莓十分開心。

　　第二站我們來到哈爾濱冰雪世界，我

們要穿上大衣入場，因為裏面十分冷。我

喜歡玩用冰做的滑梯。

　　這真是愉快的一天啊 !

2B 張嘉誠

　　親子旅行那天，我覺得最難忘

的是釣鴨子的遊戲，用了三個代幣

換取五次釣鴨子的機會。鴨子的底

部有些數字，代表中獎的分數，累

積分數高，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獎

品。我釣鴨子的時候很認真，我得

了一個小熊，我很喜歡它，我覺得

這次的親子旅行很有趣。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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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5E 黃浚洛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爸爸媽媽吃過豐富的早餐後，便高高

興興地回校集合，然後便乘旅遊車出發了。在旅遊車上，我們

玩了一個小遊戲和大抽獎，雖然我們沒有中獎，但媽媽在玩小

遊戲時贏了一份小獎品，所以我們都十分開心，還替我們的導

遊姐姐改了一個名字呢 ! 名叫「導遊占」。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間便到了第一個目的地──錦田俱樂

部。那裏有很多活動設施，包括風箏、釣魚塘、碰碰車和撈金

魚等等。我玩了撈金魚和採摘士多啤梨，同學們有的玩踏單車、

有的玩放風箏，有的去了餵小羊吃草。中午我們在那裏吃盆菜。

其間，學校的抽獎時間到了，大家都盼望中獎呢！午餐後，我

們立刻出發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那裏氣溫只有零下十

度，我和同學一起拍照和玩滑冰梯，玩得十分高興。

　　時間過得真快，大家都依依不捨地坐旅遊車回校去。

　　親子旅行那天，我和媽媽、朋友一起乘坐旅遊巴出發，當時

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出發。乘坐旅遊巴途中，導遊介紹遊覽香港

郊外的地方，聊了一會兒，便到達了。

　　首先，我們到達元朗錦田樂園，導遊帶領我們遊了一圈，便

拍了一張大合照。然後我們立即前往士多啤梨園採摘士多啤梨，

看見一顆又一顆又紅又大的士多啤梨，心中就愈開心。結果我們

共摘了三盒，共三百五十元。接着，我們到達單車場地，玩了一

個小時。然後，我們便撈金魚，當時撈到的成績也不差，一共撈

到二十多條。到了吃盆菜時間，我吃飽後，便急急地趕去製作彩

沙，因為這個瓶子就像裝滿這天的回憶一樣。

　　最後，我們到達大棠生態園旁的地方──哈爾濱冰雪節場

地。一踏入冰室，便感受到寒冷的氣溫。裏面全部都用冰砌成的。

滑梯、冰雕等，十分寒冷。我一見到出口便衝出去，因為裏面十

分寒冷。出來後，玩了會心臟病發的滑梯及經常撞車的遊戲。然

後便前往大棠生態園，在那裏也摘了士多啤梨，坐了由牛拉行的

車後，便上車回程。

　　這天也十分難得，因為媽媽經常工作，很少陪伴我。我要感

謝媽媽在百忙中陪伴我渡過愉快的一天。

6D 劉潁嵐

　　一月七日是我們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我們都去了錦田

俱樂部和哈爾濱冰雪節，它們都令我印象深刻。

　　我們的第一站是錦田俱樂部，老師先讓我們自由活動。

我去了採摘草莓，而且是日本品種。每一粒放進口時，就會

散發一絲絲甜味。然後我們進食美味的午餐──盆菜。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例如︰蝦、肉、魚旦、菜等。每樣菜都

有各自的美味，在場每個人都吃得很開心呢 !

　　第二站 ( 又是最後一站 ) 是哈爾濱冰雪節。我們在冰雕展

覽館裏看到很多仔細又有趣的冰雕，而我最喜愛的是馬卡龍

蛋糕。我玩了一個由冰製成的滑梯，而且滑得很快。

　　這時又到了離開的時候，不知不覺玩了一整天。我希望

升上中學後也有這樣的親子旅行。

2016-2017年度「親子旅行留倩影」攝影比賽

出版及網業組組員：羅詠霞主任、張正棉女士、廖凱欣女士、黃景偉先生　　顧問：蔡世鴻校長、李賽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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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2B 鄭智聰

　　親子旅行那天，爸爸、媽媽和我坐上

學校安排的旅遊巴到錦田樂園遊玩。樂園

地方很大，我們參與了很多活動，例如︰

摘士多啤梨、餵飼家禽、網金魚、跳彈彈

床⋯⋯當日天氣十分炎熱，我和同學們在

球場上追逐，即使我脫去了所有外套，也

汗流浹背，怎麼太陽伯伯那麼熱情呢？

　　中午，大家吃過豐富的盆菜後，我們

再乘坐旅遊巴到元朗大棠哈爾濱冰雪世界

欣賞冰雕作品，然後我在小型四驅車城玩

賽車，開心極了 ! 最後，我在攤位遊戲中玩

「釣小鴨子」，很高興地贏取了中獎，拿

取了一隻很大的鴨子毛公仔。

　　回程時，我抱着「小鴨子」在車廂裏

睡着了。

6D 葉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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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凌頌熙 

「虎躍龍騰 ( 開心到飛起 )」冠軍

季軍

亞軍
1D譚亙睎

 「蓄勢待發」

2B鄭智聰 

「開心到跳起」

2B鄭智聰

 「可愛豬豬 對
我笑笑」

3A陳嘉謙

 「飛車一族」

6D劉潁嵐 

「我屬雞，你是
雞」

1B曾業誠

「大豐收」

2D譚忻瞳

「HIT THE TARG
ET!」

林淑穎女士

得獎
者合
照

又一年⋯⋯
校園記者：小蜜蜂

　　甚麼？今年是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委員選舉，這麼重要的日子，我小蜜蜂雖然近來心廣體胖，也要慢慢
地從蜂巢爬出來，為大家報導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舉行的周年會員大會。

　　本年度的大會亦一如過往，反應十分熱烈，我想約有二百多名家長參與。主席致過「歡迎詞」後，便
是我最喜歡的環節—候選委員的自我介紹，雖是寥寥數語，也可看出家長們的熱心參與，所為何事？無
他，家長希望與子女一同參與學校事務，一同成長合作。

　　選舉過後，是林淑穎女士主持的講座—如何提升子女專注力。林女士在本校分享多次，早已有一班
忠實粉絲，這次講座大家都聽得如痴如醉，期待着下次的延續篇。我小蜜蜂享受嗎？由於我是校園記者，

已聽了幾年講座，當然也有相當造詣，完全明白講者的一番心意—多鼓勵、多關心。

　　講座在一片掌聲下完結，我既然心廣體胖了，也不宜飛來飛去，靜心留在原地，欣賞
學校乙組詩班和中樂團的精采演出。詩班的歌聲娓娓動聽，繞樑三日；中樂團的演奏有時
澎湃攝人，如波濤貫耳；有時卻是清脆悅耳，如溪水東流；使我們聽得陶醉不已，我也浸
沉其中，眼皮也越來越重⋯⋯

　　我再張開雙眼時，只見禮堂已空無一人，原來已曲終人散。我的小睡，雖未致世上千
年，但學校已選出新一屆的委員了，在此感謝他們的熱心參與。

　　我吃力地飛回蜂巢，揉揉雙眼，只見日影西沉，睡意漸濃，我趕忙躺上被窩，再追尋
我的甜蜜美夢，只好來年再和大家報導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的盛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