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對美麗都有不同的標準。有人認為色彩鮮艷是美麗，但黑白灰藍也是許多人的心頭好；有人認為獨一無二才

美麗，也有人認為平凡也很美；有人認為完美無瑕是美麗，但又有一種美被人們稱為「缺陷美」。其實，在我心目中也

有一些美⋯⋯
    在過去的一個學年，我們每一個家庭都和學校一起經歷了一段獨特的日子。由2019年學期初一直經歷的社會運動，

直到後來的病毒來襲，都讓每一個家長和師長心情起伏不定。期間有好些家長因愛護孩子而心急如焚，希望我們能向學

校轉達他們的心聲，有些時候我們直接轉達了，也有些時候向他們表示希望他們信任學校對學生的愛護。但很有趣的

是，我們在旁觀察到，學校的想法和決策似乎好像與家長們心靈相通一般，家長與學校對學生的愛護彼此呼應，這些複

雜地「交織」在一起的平行線，很美……

    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心情最複雜的除了是新入學的小一學弟學妹們，應該要算是五、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

吧。而我聽到最多的，就是家長和老師對六年級同學這一年少了許多共同的經歷而感到惋惜（在這裏，我這個當主席的

還是要說一聲抱歉，我會聽到六年級的消息比較多，只因為我的大兒子也是本年度升中的一份子，說到底，這個主席仍

然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仍未能做到「很大公」，那些有負所托的地方，還請包涵！）話說回頭，雖然許多人認為六年級

的孩子們少了許多共同經歷，但大家知道嗎？他們有許多獨特的第一次！其中一樣，是他們的畢業照。為着這一張10

分有紀念性的照片，老師們開了許多次會，由「可能會取消」到「或許需要戴着口罩拍攝」，其中的許多可能性他們都

討論了。而家長這邊廂的心情更是七上八下，由知道可能會取消時的「愁雲慘霧」，或許需要戴着口罩拍攝的「無可

奈何」，直到最後的「皆大歡喜」，只因老師們又想出了一個方案—「每位同學拍攝一張獨照，然後併合成一張海

報」。這是他們獨一無二的畢業照，而這張畢業照片的背後，是家長們的愛，更是一眾師長們對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孩子

們的重視。我有幸在旁看見這一切，糾結的情緒漸漸解開，我覺得很美……

    轉眼間兩年的任期要結束了，我很開心能夠和許多同樣熱愛孩子、熱愛學校的家長一同努力渡

過。在這兩年期間，看到各人各有所長，在不同的地方為學校、為孩子努力奔波；在這兩年期

間，我也看到我們每一個都有限制，都需要別人的補足，或許更確切的說，我們並不是在補足

對方，而是在我們能力所及的地方盡上了我們很微小的力量，而這些微小的力量拼湊起來，

就成為了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一道獨特的光環。只要我們不嫌自己的力量微小，齊心地獻

奉，這光環必定會越來越美⋯⋯
    在這裏特別想鼓勵新一屆家教會委員以及各位家長，在未來一年的挑戰之中，你們都必定

會找到自己能夠發揮的地方，但也必定會遇到需要別人和你一起越過的關口，只要我們各人微

小的努力拼湊起來，即使再大的風雨，也無阻我們與孩子一起畫出一幅獨特而美麗的圖畫。

主席的話 美麗是……  姚凱研先生（5B姚憫睎家長）

校址：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電話：2633 9277    網址：www.catshcc.edu.hk    傳真：2633 9080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非賣品     2020年9月

    面對一場突如其來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病毒」疫症，政府為免相互感染，鼓勵社交距離，甚至有一段時間要停工停

學，社會各界及無數家庭均面對極大的考驗和衝擊。

    早前曾在新聞中得悉，有些海外地區在疫情中因家人均須進行家居隔離，因而增加彼此的磨擦，導致家暴個案急劇

上升，真是令人歎息！家，本是一個彼此相愛的地方，是讓人享受安歇和得到家人支援的地方。再者，父母是孩子生命

的守護者，也是孩子的領航員。當父母因著不同的生活壓力或婚姻出現問題，經常出現冷戰、吵鬧、甚至大打出手，這

都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心理成長、情緒、性格及價值觀。記得以前在電視上曾有一宣傳：「贏咗場交，輸咗個家！」。試

問為了爭贏一時之氣而失去了家庭和諧，甚至家庭關係破裂、與家人反目成仇，這值得嗎？因此，父母維繫良好的婚姻

關係，建立家庭和諧融洽的氛圍，對孩子的成長至為重要。

    感恩蒙 神保守元喜家的學生有平安和喜樂，同學們在疫情停課期間，仍透過網上視像進行學習，實行「停課不停

學」，不但增強學生對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的認識，更加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同時我看見同學們在視像見面時份外興

奮，他們彼此關心和樂於分享，更珍惜這難得「相聚」的時刻，就連家長們在班級群組中也彼此交流資訊，互相提點和

幫助，相信大家在家居防疫時，彼此間的關係更是有增無減。更令我欣賞的是，在學生停課期間，家長們都24小時全天

候命及施展渾身解數，不但要確保家人有足夠的防疫物資，又要每日加強家居的清潔消毒及照顧家人的膳食，很多家長

更是在百忙中把他們的「秘技」傳授給子女。因此，在疫情期間培訓出不少甜品達人、麪包公主，還有體操王子哩！我

相信透過這些親子活動，已為家中增添不少歡樂氣氛，也留下很多美好、難忘的回憶！

疫情中的危與機 岑韻蘭校長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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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陳灜京
有一天，我和家人一起做蛋糕。做蛋糕
的過程令我很開心，最後能夠看見自己
的製成品，我感到十分滿足。

3A 黃悅溋

一天，爸爸和媽媽教弟弟、妹妹和我製作水晶，我們都覺得很興奮。這個活動讓我們

探索科學的奧秘，從實驗中我們可以觀察水晶的形成過程。

2C 楊凱嵐

我們用膠水、梳打粉和眼鏡水造成鬼口

水，再加上顏色和閃粉，就能完成獨一無

二的鬼口水。大家記得玩鬼口水時，要注

意不要弄髒衣服哦！

3A 趙栢陽
我們一家正在製作布口罩捐給香港失明人互聯會。我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因為
可以幫助基層人士。

3A 成君睿
我很興奮，因為我和家人一起製作巧克力曲奇。原來製作曲奇餅是十分困難的，但這個活動能夠促進親子關係，所以我們都很開心。3A 蔡承翰 5A 蔡欣頤

那天，我們一起做麪包，我們都感到

很開心。而且我們第一次焗麪包就成

功了，所以特別興奮。那次焗麪包的

過程真是我們一個美好的回憶。

在家抗疫  
開心 share

2



3B 陳俊弛
我和爸爸一起拼砌樂高模型，我覺得非常
開心，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編程樂高模
型，完成後可以用iPad來控制它做動作。

4A 曹樂宜
那天，媽媽教我和朋友包餃子和做甜品—
一口酥。在這段抗疫的日子裏，難得朋友
到訪，心情特別興奮。原來包餃子和做甜
品並不容易，但是可以吃到自己親手做的
食物，感覺十分滿足。

3C 梁曉恩

我們正在開心地吃早餐。今次是我和媽媽第一次合作製作營養豐富的早餐給祖父母

吃，所以我真的很興奮。

4A 林笉孜
那天，媽媽教導我如何用「包餃子神器」包餃子。我真是十分雀躍，因為有了這個「神器」，我們便能輕而易舉地包出美麗的餃子。最有趣的是媽媽讓我在多出的餃子皮上繪畫圖案，放在飾櫃裏欣賞。

3F 許予晴

那天，我和媽媽一起做芝士波波。我很開

心，因為那次是我們第一次成功做出美味

的芝士波波。而且在製作過程中，讓我認

識到如何製作食物。

4B 唐國量

那天是我和爸爸的生日，我們一家人在家

裏慶祝，我們都十分高興。當天我送了一

份特別的生日禮物給爸爸，這份禮物是我

在一個月前便開始砌的高達模型，爸爸十

分喜歡呢！

4D 曾嗚軒
在這段抗疫的日子裡，我和爸爸一起製作「香蕉奶」。我們把香蕉切成小段，再加入一杯牛奶。攪拌一分鐘，一杯香甜可口的香蕉奶就完成了。那次我和家人一起製作「香蕉奶」，我覺得十分開心，希望以後有更多親子活動。

5B 李奕朗

相片中，我跟弟弟一起玩康樂棋。我

感到很開心，因為人們很少能在家

裏玩康樂棋。但是，玩耍時要注意，

不要用力過大，因為如果人被棋子射

中，會受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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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彭穎晞
相片中的輕黏土是我和弟弟首次合力製作的，它是電影《角落
生物》中的貓咪，真是十分興奮啊！做輕黏土可以訓練手部的
肌肉，令手部更靈活，但輕黏土會在空氣下變硬，這樣便不能
改變它的形狀了，所以必須盡快完成作品。

6B 馬天朗
由於疫情的關係，很久沒有外出，我們便透過視像會議形式來
看看很久沒見面的親人，我真的非常興奮，我還用手機拍下了
這個畫面。我認為能通過電腦軟件連繫多人聊天，實在是太奇
妙了！

6D 黎熙雯（19-20年度）

在相片中，我在爺爺的指導下把一塊一塊的木安裝成木櫃。我

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學會了用新的工具—電鑽，這是我第一次

使用電鑽呢！這個木櫃的特別之處是可以把組合後的木塊靈活

地擺放在不同位置。

6B 彭 晴

星期天，媽媽、妹妹和我一起包菠菜餃子。我學會了包餃子時

記得要用手緊按邊緣，如果不緊按，餃子便會爆開了。最後，

我們包的餃子很快就煮熟了，真好吃！

2019-2020年度學習型

家庭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鑽石大獎（39分）

2C劉晉遙，畢業生劉善瑤家庭

珍珠獎（34分） 

2E王婉喬家庭

水晶獎（32分）

2D陳健希，2E陳健朗家庭

榮譽證書
（15分以上）

優異證書
（11-14分）

證書
（7-10分）

2D朱樂萁家庭 2A焦子善家庭 2A林政昊家庭

2E盧銘浚

4A盧昱霖家庭

2D衛俊賢、

4E衛晉旻家庭

2C司徒希舜

家庭

2C黎梓賢

2D黎梓希家庭

2B莫偉霆、

5A莫芷晴家庭
2C何依晨家庭

2B彭  嵐

6B彭  晴家庭
2C羅俊豪家庭 2D黃樂筠家庭

2B吳珉慆

2E吳珉愷家庭
2B阮柏蔚家庭

2A廖芷瑩

6E廖進賢家庭

2C黎梓賢

2D黎梓希家庭
2A陳安澄家庭 2D李明謙家庭

2C翁悅蕎家庭 2C蘇日朗家庭 2B黃恩康家庭

3A陳敬熹

畢業生陳意晴

家庭

3E蘇悅雯家庭
3A李奕海

5B李奕朗家庭

3B許逸熙家庭 4A黃靖欣家庭 3A吳梓游家庭

5B陳智樂家庭
3B李溢恩

5B李溢豐家庭

3E孫以琳家庭

3F黃穎妍家庭

4B蘇康聿

6B蘇敬和家庭

4B唐國量家庭

5A胡柏豪家庭

5E林樂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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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元喜家長坊—在家推行「賞」
「識」文化

元喜家長坊—親親「如」家

元喜家長坊—
正念八週減壓之旅

元喜家長坊—
玩出親子工作坊情

元喜家長坊—功課、考試無有怕

元喜家長坊—微型森林心靈工作坊

元喜家長坊—活力爸媽

畢業生謝師活動

畢業生謝師活動

家長理財教育講座

元喜家長坊桌上遊戲
家長義工訓練

元喜家長坊—
功課，我和孩子的第三者

家長教育及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名稱

2019年9月21日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2019年9月21日 小五六升中講座

2019年9月-10月 元喜家長坊—親親「如」家

2019年10月14日 元喜家長坊—玩出親子情工作坊

2019年10月28日 元喜家長坊—功課，我和孩子的第三者

2019年11月6日 元喜家長坊—功課、考試無有怕！

2019年9月至11月 元喜家長坊—正念八週減壓之旅

2019年10月至1月 讀默寫家長義工訓練

2019年11月16日 元喜家長坊—微型森林心靈工作坊

2019年11月 元喜家長坊—親子蝶古巴特工作坊

2019年11月25日 元喜家長坊—在家推行「賞」「識」文化

2019年12月2日 元喜家長坊—正念土壤家長講座

2019年10月至2月 元喜家長坊桌上遊戲家長義工訓練

2019年1月至5月 元喜家長坊—活力爸媽

2019年11月至5月 午間桌遊服務

2019年11月20日 家長理財教育講座

2019年12月7日 接見家長日

2019年12月7日 教育專題家長講座—敘述故事你要知

2020年1月 正字義工（正字小特工）服務

2020年1月6日 教育專題家長講座—教導子女有效的學習方法

2020年6月1日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小六升中一派位機制」講座

2020年6月 六年級謝師活動

2020年7月11日 教育局—「網樂同行家長講座（四）—護骨E世代及認識資訊素養」

2020年7月11-27日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秘書處—「正」在學習的孩子家長講座系列

讀默寫家長義工訓練

元喜家長坊—
親子蝶古巴特工作坊

元喜家長坊—
正念土壤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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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啓蒙老師工作坊

小二皮影戲

活動中遊戲，家長也玩得十分投入。

本校邀請王素瑩女士主講親子閱讀講座—「賞心
悅目的繪本」，內容是介紹「親子閱讀繪本」技巧及

優質的繪本圖書。

學生聚精會神地排練「皮影戲」，十分投入。

說故事小組練習活動中，家長投入
參與，全神貫注地互相學習。

家教會姚主席及黃老師共同介紹「皮影
戲」的來源、製作過程及排練流程。

本校參加書伴我行（香港）基金
會章主辦之「兒童啟蒙老師訓練
計劃」，透過舉辦家長培訓課

程，推動家庭伴讀，以培養孩子
的閱讀習慣。Ms Yoyo Yau正講解

教學流程。

講座不時有互動分享，家長彼此交流，實用有趣。

當家長和同學走到操場向同學們演繹故事，
大家都展露笑容及投入，享受走動故事的

樂趣，原來家長也有童真的一面。

學生正享受為「皮影戲」膠片粉飾，沉醉
於繪本故事中。

在課室外圖書「野餐」，別有一番風味！

小一課室親子伴讀

親子閱讀

親子閱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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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家長義工嘉許計劃
為了鼓勵及表揚家長義工參與學校活動的義工服務，本校參與了社會福利署轄下「義務工作委員會」舉辦的義務工作嘉許計

劃。按照嘉許計劃的標準，獲得「義務工作嘉許狀」的家長如下：

金獎（200小時以上）：
曾家燕（4A黃靖欣）、陳潔燕（4B唐國量）、陳秀鳳（離校生岑維倫）

銀獎（100小時或以上）：
葉麗明（3D王柏智  6B王雅雯）、石敏詩（4B黃剴靖）、鄭佩珊（6B陳雅晴）、莊淑兒（6B黃星昊）、周燕莊（6B楊璧澄）

銅獎（50小時或以上）：
羅凱恩（3A陳敬熹，畢業生陳意晴）、陳家麗（3A李奕海  5B李奕朗）、戴育真（3B李溢恩  5B李溢豐）

李曉君（3E黃希潼）、趙麗娜（4A章茉  畢業生章聖航）、梁宇儉（4B蘇康聿  6B蘇敬和）、鄭詠恆（畢業生陳啟充）

張少芳（畢業生關恩懿）、賴淑琼（2C劉晉遙  畢業生劉善瑤）、冼麗雲（畢業生莫羽逸）

長期服務獎（連續服務5年以上）：
鄭詠恆（畢業生陳啟充）、許寶鸞（6A林皓研，畢業生林紫珵）、蔡霜鷺（4B張凱風，畢業生張凱嵐）

鄭嘉露（畢業生高雅言）、張少芳（畢業生關恩懿）、賴淑琼（2C劉晉遙，畢業生劉善瑤）、冼麗雲（畢業生莫羽逸）

羅凱恩（3A陳敬熹  畢業生陳意晴）、許健兒（畢業生黃念滢）

家庭義工嘉許：	
銀獎：石敏詩，黃天明（4B黃剴靖）銀獎：袁詩敏，陳漢雄（5B 陳智樂） 

團隊金獎：
本校家長義工團隊於2019年度共服務了6287小時。

                                                   備註︰服務時數的計算，是由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

2019-2020年度家長義工名單
P2

梁詠欣 莫詠詩 潘韻而 雷炤輝 鄭欣美 吳顏芳 蒲海艷 羅佩佩 鄧子慧 邱佩芬 梁詩敏 Carol Wong  蔡麗亭 黃興添 

Maisy Wong  張  玲 易慧嫻 丁小梅 李穎琪 Emily Yong  賴淑琼 何美玲 王小鳳 王雪婷 孫小靜 盧潔玲 蔡涼涼 

蔡明美 邱頌誼 區凱婷 劉紫欣 王家寶 周伙娣 林美玉 馮椿棉 周天龍 曾綺琴 蘇敏逑 王敏穎 趙小清 李愛珍 許惠桃

Rachel Mak  盧立喬 陳婷欣 張瑞琦 羅卓妍 Ma Kit Yin  謝佩玲 陳俊民 關倩儀 甘嘉琪 黃  珍 梁玉蓮 利秋媚 

葉桂珍 招詠詩 饒佩珊 李春英 黃惠玉 Chan Ka Li  蔡潔雯 翁浩達 邱沛瀅 韋兆青 許歆蓮 陳宇靜 何翠婷 關麗萍 

呂卓欣 周素華 溫詠心 李  蓉 鍾詠君 鄭建珠 羅健彤 鍾佩盈 林麗嫻 梁潔貞 Grace Mak  謝少麗

P3
黃麗緣 馮妙珠 羅凱恩 黃雪薇 杜嘉欣 龍凱茜 張靜怡 劉家瑛 陳家麗 高頴雯 劉嘉琪 譚詠儀 郭安年 孟嘉雯 李橋清 

馮淑兒 陳敏麗 黃  翔 鄭潔敏 喬慧華 葉嘉因 賴婉瑜 時倩琦 楊潔心 范  麗 莊嘉慧 戴育真 莫佩詩 劉寶珠 文穩泰 

吳子荺 朱珮然 陳卓盈 麥  蘭 李嘉欣 蕭穎筵 侯思敏 陳淑婷 梁安琪 廖小妮 莫智洋 Jesamine  江穎汶 廖若珊 

何錦頴 周麗霞 李詩蔓 歐陽敏華  伍  滿 曾偉基 葉麗明 崔佩珊 胡楚珠 陳煒俊 薛少鑾 郭傑銓 張可恩 梁佩茵 

鄭婉芬 劉思杝 蕭志傑 蘇淑珍 莫傳展 郭麗媚 曾世興 李曉君 張海明 麥慧珊 陳柏洋 江詠欣 蔣啟康 馮月珍 陳翠霞 

鍾  茹 潘施君 譚  倩 鄭佩儀 吳海英 陳彩珠 黃玉如 陳玲花 李皓妍

P4
李紅柳 曾鳳球 陳卓莉 李桂群 黎國妹 林茵茵 莫萃亮 梁嘉慧 栁應偉 趙  麗 蔡錦秀 朱艷玲 曾家燕 夏金鳳 龍  虹 

姚映玲 趙麗娜 張永康 蔡霜鷺 譚小燕 關梓汶 黃思穎 葉嘉倩 郭凌玲 郭穎賢 林佩儀 廖英傑 黃蘭燕 梁宇儉 施燕秋 

陳潔燕 葉丹紅 石敏詩 袁珮雯 雷寶珊 江文慧 郭泳欣 鄭珍美 梁玉鳳 胡麗蘭 黃金壘 霍慧德 余寶珊 陳華莉 朱秋麗 

蘇珮怡 劉婉芬 王勝連 馬偉珠 周英華 陳嘉欣 陳樹勳 陳靜琛 馮淑貞 黃愛玲 陳穎芳 伍潔盈 李淑薇 楊淑晶 

P5
鄔芷茵 李雯嘉 譚嘉寶 袁婉霞 孫振業 孫偉景 黃春枝 陳發源 Carol Shum  陳慧琪 陳漢雄 袁詩敏 李佩珊 賴春霞 

唐永恩 黃婉欣 姚凱硏 鄧小虹 劉銘恩 屈賓蘭 鍾建歡 Ng Sze Yiu  高  甜 肖  玲 馮金愛 關慧文 陳蔚嫻 周貴好 

楊杏英 唐為偉 

P6
吳素葉 許寶鸞 張玉華 布鳳儀 林樂恒 王少燕 張  梅 賴穎詩 鄭佩珊 彭妙玲 熊潔雲 蔡淑芬 陳秀鳳 吳佩珊 莊淑兒 

周燕莊 楊運廣 林小鳳 劉愛麗 林子琪 吳少茵 蘇冠宇 冼寶珍 Wai Yung Cheung  邱旭俊 

畢業生

張景云 鄭詠恆 方美卿 曾少娟 鄭嘉露 張少芳 冼麗雲 劉  儀  Kwok Lai Ha  許健兒 王真珠 劉慧冰 江玉琳 蕭浩嘉 

方蔓瑩 胡楚珠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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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財政報告

收入 $

承上年度
結餘

146,301.05

政府撥款 25,633.00

會費收入 25,320.00

活動收入
[ 備註 (1)]

142,004.00

339,258.05

支出 $

會訊印刷費 5,645.00

畢業生經費
津貼

[ 備註 (2)]
22,013.57

活動支出
[ 備註 (3)]

131,975.56

其他支出
[ 備註 (4)]

2,803.90

退還政府撥款 20,000.00

下年度結餘 156,820.02

339,258.05

備註 (1)：

活動收入：

1.	 親子一天遊團費及退團費$115,292.00；

2.	 賞心悅目的繪本報名費 $700.00；

3.	 舊校服義賣 $2,620.00；

4.	 二手書本義賣 $2,150.00；	

5.	 中國文化日義賣 $20,542.00；

6.	 學生賠償畢業袍損壞 $700.00。

備註 (2)：

畢業生經費津貼：	

1.	 畢業帽 $720.00；

2.	 畢業相 $1,230.00；

3.	 紀念品 $4,960.00；

4.	 畢業特刊 $4,960.00；

5.	 謝師活動 $4,960.00；

6.	 畢業典禮茶聚 $762.30；

7.	 2018-19 畢業生禮品 $3,931.27；

8.	 畢業生襟花 $490.00。

備註 (3)：

活動支出：

1.	 親子一天遊團費及退回學生 $123,632.00；

2.	 賞心悅目的繪本 $2,000.00；

3.	 中國文化日義賣 $2,043.41；

4.	 P.1 親子閱讀組分享會 $236.30；

5.	 校友分享會 $347.40；

6.	 皮影戲分享會 $1,452.67；

7.	 敬師節禮物 $2,061.78；

8.	 與校長早晨茶聚 $202.00。

備註 (4)：

其他支出：

1.	 書叢年費 $700.00；

2.	 送書運費 $200.00；

3.	 儲物箱 8個 $763.30；

4.	 透明膠袋 $74.70；

5.	 剪刀 $38.40；

6.	 旅行插蘇 $27.00；

7.	 白信封 $400.00；

8.	 2019-20 影印費用 $600.50。

備詿 (5)：

以上收支結算報告經由陳澤源先生

（3A陳敬熹	畢業生陳意晴家長）義務審核

鳴謝
本屆家長教師會承蒙校長、一班

常務委員及家長義工的支持，使

會務得以發展，尤其一群熱心付

出的家長義工，本會謹此致謝。

第七屆常務委員
顧問 / 岑韻蘭校長

主席 陳潔燕女士（4B唐國量家長） /

副主席 曾家燕女士（4A黃靖欣家長） 羅惠嬋副校長

文書 張蘇珮怡女士（4E張英暘家長） 李艷屏主任

財政 麥德恩女士（2E王婉喬家長） 馬麗瑩老師

康樂 栁應偉先生（4A栁肇泰家長） 趙敏芝主任  蘇綽楠老師

宣傳及聯絡 郭傑銓先生（3E郭耀箕家長） 高鳳宜主任

會籍及圖書(親子閱讀） 梁佩茵女士（3E劉明朗  4A劉明臻家長） 黃國榮老師

第六屆常務委員
顧問 / 岑韻蘭校長

主席 姚凱研先生（5B姚憫晞  畢業生姚憫皓家長） /

副主席 莊淑兒女士（6B黃星昊家長） 羅惠嬋副校長

文書 譚小燕女士（4B鍾  滔  6B鍾  澄家長） 李艷屏主任

財政 梁宇儉女士（4B蘇康聿  6B蘇敬和家長） 馬麗瑩老師

康樂 栁應偉先生（4A栁肇泰家長） 趙敏芝主任  蘇綽楠老師

宣傳及聯絡 周貴好女士（5E林樂泳家長） 高鳳宜主任

會籍及圖書（親子閱讀） 袁詩敏女士（5B陳智樂家長） 黃國榮老師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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