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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元中校友會小學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今年是學校

三十周年，同時亦是家教會二十周年，以及舊生會十周年；我與它們

共同渡過漫長的歲月，看著它們茁壯成長，培育學生貢獻社會，內心

感到無限欣慰。

在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見證著香港社會的轉型，教育制

度的更替，父母思想的改變和學生學習情況的脫

變，真可謂感觸良多！社會持續進步，市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預期新一代的父母亦會

更為開明，孩子理應得到更加適切的照顧。但現實世界的情況又是否真的如此順理成章？

我想每天大家可以輕易透過不同的媒體接觸到資訊，坊間的家庭磨擦或悲劇時有發生，兒

童及青少年的問題愈見頻繁。究竟問題出現在甚麼地方？

大家不會否定所有父母都是愛惜子女的，他們都會盡辦法提供子女最好的條件和支

援，冀望他們有朝成材。今天不少父母在孩兒未足歲已為他們安排了學前班、興趣班和訓

練班等等，他們普遍認為這樣的安排是最有利兒童的發展，最少不會輸在起跑線上。但各

位父母有否真的想想，究竟這些舉措是社會的真正需要？坊間的

潮流趨勢？父母的成人意願？又或孩子本身的興趣喜好呢！本年

一月幼稚園因流感而停課和提早放農曆年假，有一天我在路旁聽到一個小學生羨慕

旁邊的幼稚園生不用上學，可以有很多自由時間；唯那名幼稚園生卻苦澀地申述，

他除了原有的課餘學習班，父母現在還趁機在騰空的時間加報了其他培訓課堂，最

後結果是停課期間的空閒時間比正常上課日子還要少。這些是孩子健康愉快成長的

真正需要？他們真的享受這些成長經歷？這會為他們寶

貴童年生活留下甜美的回憶？

隨著孩子分別投身社會工作和負笈海外，我愈加緬

懷和回味昔日一家人共聚的時刻：大家結伴看戲、攜手郊遊、沙灘嬉水、甚或同

枱吃飯與圍觀電視；這些親暱的記憶和片段，雖則未能歷久彌新，還幸仍可朦朧

地存於腦海中。真是「冷冷暖暖裡，情意親親疏疏間，人大了要長聚更難；說說

笑笑裡，曾覺得歡歡喜喜，誰料老了變了另有天地；世界太闊了，由你出生當天起，

童稚已每年漸遠離」。今天我們只能以臉頰為紙，

歲月為筆，寫下生活中甘苦點滴的體會，聊以慰藉輕煙逝去的光陰和懷念的心

緒。各位家長，你想營造一個怎樣的家庭環境？你想培養一種怎樣的親子關係？

你想擁有一段怎樣的窩心回憶？好好擁抱和珍惜現在孩子仍在身旁的一刻，在

平淡的家庭生活旅程中譜寫出段段既寫意又迴腸盪氣的故事。

It is not doing the thing we like to do, but liking the thing we have to do, 
that makes life blessed.

知易「而」行難 溫志華副校長



聯校運動會

2

本年度聯校運動會於 1 月 28、31 日舉行。比

賽第一天，全民參與的一、二、三年級的同學把握

難得的機會落力比賽，在八人接力、豆袋投籃、跳

繩、短跑等比賽中皆表現出色，特別是在親子接力

比賽中能與爸爸媽媽合作完成，表現得十分雀躍和

興奮。此外，四、五、六年級的 4X100 接力比賽首

次安排在比賽的第二天，戰情十分緊湊，在同班同

學的落力打氣下，校友會同學努力拼搏，最後獲得

很多金、銀、銅牌，滿載而歸！

李冠龍老師



六友 茹鎵澄

欣賞學校在新年伊始，配合節日舉行華服日，在

喜氣洋洋的日子穿上華服，參與傳統而富中華文化特

色的活動，特別能令小朋友感受到農曆新年的氣氛。

變臉、舞麒麟等活動由來已久，但小朋友卻鮮有機

會接觸，學校把這些活動

帶進校園，真可謂別具心

思。

再次感謝校長、老

師和工友叔叔姨姨們的努

力，為小朋友們帶來愉快

的學習經歷。

五友 蔡金言

每年春節後舉辦的華服日，以喜慶的氣氛、充滿

傳統色彩且別具特色的節目表演，給在校的學生提供

一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培養濃厚學習興趣的大好機

會。在華服日當天，老師、同學們身著具有中華風情、

色彩絢麗的唐裝，互相問候、拜年，共慶新春，把校

園裝點得喜氣洋洋、春意盎然、熱鬧非凡。這種活動

形式輕鬆、有趣，而且非常有意義，深受學生和家長

的喜愛。

一孝 何睿喜

透過舉辦華服日，讓學生可多些了解我們中國

傳統節日的重要性，此外亦讓學生們加深認識每個

傳統節日由來及背後的意義 , 使重要的節日可以一

代流傳一代 ,把它們流傳下來。

最後，重要的是這節日可拉近師生的距離 , 以

及增加彼此間的互信溝通。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 five-day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was held from 15th–19th January 2019. 
Fifteen students from Primary Six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ingapore Study Tour. It was 
a fruitful programme that combin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learning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tour, 

students had a three-day school visit to Yew Tee Primary School. They attended 
lessons and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spending time with their buddies. Besides 
the school visit, students went sightseeing in the city. They visited variou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ignifi cant place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taking a boat trip at Clarke 
Quay, taking photos in Merlion Park, doing experiments in Singapore Science 
Centre, interviewing tourists in Gardens by the Bay, touching insects in Singapore 
Zoo, buying souvenirs in Chinatown, learning how to save water in Marina 
Barrage and trying “New” water in NEWater. All in all, the students gained not 
only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great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independence, be responsible and enhance personal development.

6D Cao Wan Chup, Nathan
I think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was the visit to Singapore 

Zoo. My group mates and I went to a laboratory and touched some 
insects. I was a little frightened before touching them, but it was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I have learnt about the culture of Singapore, such as the 
lifestyle of local people and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I enjoyed the 
study tour very much!

6C Yu Ka Ching, Joslyn
I liked the visit to the local school – Yew Tee Primary School 

most. During the visit, I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school life in 
Singapore. I made some new friends and will keep contact with them. 

I was one of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introduce our school. I 
felt nervous although I practised a lot in Hong Kong. Luckily, I could 
do the presentation successfully with lots of applauses from students 
and teachers.

 華 服 日

新加坡交流

傳統節日由來及背後的意義 , 使重要的節日可以一

最後，重要的是這節日可拉近師生的距離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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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having a ‘sweet’ time with 
our buddies at recess in the school.

We are singing and dancing for our buddies on the last school day. 
Friends Forever!

We are having fun and a wonderful 
insect-touching experience in the zoo. 

We are interviewing the staff about 
his duties in the Scienc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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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多元智能課及活動

校外比賽 ( STEM)

Lego 機械人

多元智能課 - 科學小小工程師 ( 星期六 Lego 班 )

海陸空比賽

程式設計

動手製作水火箭

動動腦，科學易解難。 分工合作

最後階段 --- 併合、貼緊 !
編程機械人任務

怪怪飛行器

製作氣球火箭

動手製造Lego 機械部件 !

測試製作品。 分工合作 ! Let's go!Lego 機械部件
製造 !

機械閘部件完成 ! 完成任務 -- 機械閘 !

科學探索之旅 ( 三等獎 )

水火箭比賽季軍

Debug後，再試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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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午餐

掃把球 超人，飛呀！

1，2，3，跳！

畢業營感想

鄧浩源老師
2019 年 3 月 13 至 15 日是六年級三日兩夜的畢

業營，這次體驗營的目的，除了讓學生學習獨立生
活、自我照顧、遵守紀律之外，還培養學生的群體
精神及發揮學生的領導才能。感覺有苦、亦有甜，
活動包括奧斯卡六年之最頒獎典禮、步操訓練、掃
把球大賽、卡拉 OK 晚會和惜別會等等，以下是各班
同學的心聲﹕

六勤 劉可欣
在晚會上，當鄧老師和麥姑娘一一讀出老師們

想對同學說的話，那一刻，我的眼淚已忍不住奪眶
而出，我們班有很多人都哭了，因為老師窩心的說

話令我們很感動，
令我們都不想離開小
學。

六勤 陳穎荇
這次畢業營，令

我真正感覺到我班的
「正能量」。

我們快將畢業
了，我感到有喜亦有悲。我們即將去一個陌生的環
境學習，各奔前程，希望將來畢業後，大家能有時
間可以再一起玩。

六孝 黃芷汶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六年光陰，轉瞬即逝。

我們快要畢業了 !
六年了，陪我走過多少個日子的同學，不辭勞

苦，諄諄教誨的老師，和校園裏的一草一木，是時
候跟你們說再見了，心裏是多麼不捨得。

他日，當我們再度重逢時，又是一段快樂的開
始。

六孝 楊綽遙
……看見由甚麼也不懂的自己到現在，學會禮

貌和誠實，令我們大家不禁哭了起來。

六孝 王苑亭
我在這個畢業營和

同學一起玩得很開心 !
過程中有喜亦有悲，我
從中學會了禮貌、團結
和合作精神。知道畢業
後大家將會各散東西，
但願升上中學後，我們

要
更
上進 ! 我一定會回母校探望各位
老師和各位學弟學妹的 !

六友 黎子謙
我十分榮幸能奪得奧斯卡

獎，但最大的得著是老師感人的
鼓勵說話，耳邊縈繞著老師苦口

婆心的教誨，令我們不禁落淚。

六友 黃焯瑜
我在這次營中學會了獨立，

用心觀察、聆聽身邊事物和自理
能力等等，這些都令我難以忘
懷。而在營中的步操和禮貌訓
練，都令我十分深刻。

六友 莊曦雅
我們傷感的時候，老師為我

們送上祝福，盡顯他們對同學的
關心和愛護。

六友 茹鎵澄
畢業營大大小小的訓練讓我們體會到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不同的比賽，讓我們知道
友誼的可貴；兩個別出心裁的晚會，讓我們
更珍惜餘下的小學時光。謝謝你，畢業營。
畢業營，將會成為我小學生涯裏最美好的回憶。

六誠 曾曉嵐
要感謝畢業營裏的教練，這幾天教導了我們很多東西，

雖然訓練時都非常辛苦和嚴格，但是怎樣辛苦也是值得的，
他令我們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更珍惜同學間的友誼。

六誠 葉芷穎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是畢業營晚會，我們看完老師寫

的心底話後，全部同學幾乎都
淚流滿面。有些默默地哭，有
些放聲大哭，有些抱著同學哭，
相信大家都不捨得教導了自己
多年的老師呢 !

六誠 黃頌茵
這次畢業營是一次充滿回憶的三日兩夜，雖然教練很嚴

厲，訓練很辛苦，汗水像水龍頭般流下，但這樣令我們更團
結，更重視同伴，而非只為自身設想。現今，我們為同伴着
想，互相幫助，成了可靠的一級，相信，到了中學，大家仍
會保持原樣，以舊的態度，迎接新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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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課外活動比賽成績摘要

第70屆學校朗誦節 籌款活動

普通話獨誦 1冠軍 3亞軍 6季軍 50 優良

粵語獨誦 1亞軍 7優良

英語獨誦 1冠軍 1亞軍 3季軍 34 優良

粵語集誦 良好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38,730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8610

「公益金慈善清潔運動」籌款 $23,760

親子售旗籌款 (新生精神康復會全港賣旗日 ) 249 位同學參與

香港童軍總會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43,000

小女童軍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3,600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元朗區體育節 2018-19 全港羽毛球邀請賽 小學組亞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團體冠軍  男子團體季軍

靈愛小學水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殿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壘球第 5名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長跑比賽 第 6名及第 16 名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靈愛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鄧兆棠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友校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殿軍

體育比賽

傑出學生

其他校外比賽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第六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邀請賽 最佳辯論員 (六友戴安蕾 ) 小組季軍

The 20th Annua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Yuen Long Primary Schools 1 亞軍 1優異獎

TWGHs C.Y. Ma Memorial College Fifth C.Y. Ma Culture and Arts Youth 
Elites Tournament 25th  Anniversary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1 優異獎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8/19 季軍

“Story to Stage”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9 26/3 待定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三等獎

「奧海盃」數學競賽 三等獎

2019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1一等獎 10 二等獎 31 三等獎

第十一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推理偵探」季軍
團體二等獎 團體三等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銀奬 3銅獎 6優異奬

2018 鄧兆棠中學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初賽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晉級賽 )

2 一等獎 8二等獎 30 三等獎
3二等獎 9三等獎

2019AIMO( 港澳盃 )( 初賽 ) 1 金獎 6銀獎 21 銅獎

第 26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5銅獎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
空探索比賽 2019

水火箭季軍  探索之旅三等獎

2019 第十一屆【金龍盃】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13/4 待定

2018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決賽 ) 1 金獎 (優異 )10 銀獎 15 銅獎

第九屆港深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4優異

第二十三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 1季軍 4優異

第十四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1冠軍 1季軍 1優異

第二十五屯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1優異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9 待定

屈臣氏最佳運動員 六誠黃曉嵐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2018-2019 五友陳詩彤  五友鄒冠恩  五誠徐奕祺

萬鈞教育基金「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2018 -「才藝孩子」 曹允執

1冠軍 1亞軍 3季軍 34 優良

良好

活動 / 比賽項目

2017-18香港童軍總會拾元
獎券籌募運動冠軍得主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
多元挑戰賽

第六屆「耀道盃」小學校
際辯論邀請賽

新生精神康復會全港賣旗日第二十三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朗誦比賽



範疇 日期 項目 得獎學生

綜合

2018-19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六誠 曹允執   六友陳巧均

23/1/2019（初賽） 元全一叮（小學組） 六誠 曹允執

2/3/2019（決賽） 五誠 陳可欣

視藝

Sep-18 「母親頌」第三十五屆全國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金獎 2名、銀獎 1名

Sep-18 30周年比賽活動-3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校內）

高級組 :
冠軍：六友 陳梽淳   亞軍：六勤 李穎桐   季軍：六友 陳梽淳
優異：六誠 陳厚仁   優異：六孝 楊綽遙   優異：六孝 姜旭倫

  低級組 : 
冠軍：二誠 曾俞霖   亞軍：四友 林仲凌   季軍：二誠 許梓晴
優異：三孝 張曉鋒   優異：四友 周祐陞   優異：三勤 林心喬

Jul-18 2018 年第三屆「Be Inspired」藝術人才培訓計劃 六孝姜旭倫

31/10/2018 「元朗區助更新」小學生四格漫畫比賽
冠軍 :六友陳梽淳   優異 :一友謝琋丞
優異 :一友薜旭棣   優異 :一勤宋本一

30/11/2018

屬校運動日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低小 :
冠軍 :二誠曾俞霖   亞軍 :一孝郭愷嵐   季軍 :二孝梁樂晴
優異 :二孝梁浠堯   優異 :二孝黃融怡

高小 :
冠軍 :四孝鍾嘉恆   亞軍 :六友陳梽淳   季軍 :五誠陳司穎
優異 :五友李卓彤   優異 : 五誠陳海霆

Jan-19

青花瓷碟設計比賽 低小組 (P1-P3)
冠軍 :一孝簡韻晴   亞軍 :三孝黃芷禮   季軍 :一孝胡䕒文
優異 :三誠李穎馨   優異 :三勤李心喬

高小組 (P1-P3)
冠軍 :四勤朱恩彤   亞軍 :六勤劉玟欣   季軍 :四勤曾心鈃
優異 :四誠陳卓鍶   優異 :六孝姜旭倫

音樂

20/12/2018-
20/2/2019

慶 30 週年舊曲新詞親子創作比賽 冠軍 :二友陳貝嘉   亞軍 :二誠易昊昕   季軍 : 五孝蔡綽峯
優異 :
三友 易昊昇   一勤葉映彤   三友張雅雯   一誠成朗
一誠成樂      二孝張佾昇   四孝蔡綽熹

25/2-27/3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團體項目：

教堂音樂 － 外文歌曲 － 13 歲或以下 :優良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9 歲或以下：第三名

個人項目：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     第二名：二孝 黃融怡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第三名：三孝 馮諾心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第三名：五誠 陳海霆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   第一名 : 三友 蘇子墨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第三名：五友 陳巧樺
榮譽共 1名、優良共 37 名、良好共 16 名

3/5/2019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體驗組（夏威夷結他組）：金獎   非洲鼓組（鼓樂團）：銀獎

個人項目：（待定）

27/4/2019 音樂事務署：【漫遊音樂世界 - 學校聯演】 鼓樂團：（待定）

舞蹈

18/12/2018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金獎：中國舞組

22/1/2019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 甲等獎：中國舞組

10/3/2019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 拉丁舞：
查查查（甲等）: 五友 陳詩彤、五勤 吳子盈
牛仔（甲等）: 五友 陳詩彤、五勤 吳子盈
牛仔（乙等）: 
五勤 張靖嵐   五友 吳卓泳   五誠 陳司穎   五友 郭宜穎、
五友 蔡金言   五誠 陳慧諭

戲劇 Jan-19

2018/19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廣東話組：
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潘廸恩老師
傑出演員獎：
四誠 申烷鈴   五勤 何榮珊   五誠 林心悠   五誠 陳慧諭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英文組：
傑出演員獎：二孝 黃遨然、三勤 李芊虹
傑出合作獎

其他 Oct-18

第 23 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外及校
內）

決賽：                   優異：2C 李卓恩

校內：

中文組
初級組：
冠軍：二友  方筠嵐  亞軍：二誠  黃皓駿  季軍：二友  李卓恩
優異：二誠  張善童  優異：二友  黎芷晴
中級組：
冠軍：四誠  黎心悠  亞軍：四勤  朱恩彤  季軍：三友  蘇卓言
優異：四誠  梁詩珩  優異：四友  洪乙明
高級組：
冠軍：六友  戴安蕾  亞軍：五誠  李啟釗  季軍：六誠  陳姝均
優異：五勤  吳子盈  優異：五誠  劉樂兒

英文組：
初級組：
冠軍：2C 李卓恩  亞軍：1D 辛家榛  季軍：2C 黎芷晴
優異：2B 鄒詠然  優異：2B 吳穎龍
中級組：
冠軍：4D 黎心悠  亞軍：4D 梁詩珩  季軍：4C 洪乙明
優異：4C 劉子晴  優異：3D 馮俊傑

高級組：
冠軍：5C 鄒冠恩  亞軍：5A 吳子盈  季軍：5D 劉鍵曦
優異：6D 林正軒  優異：5C 黃皓希

2018-19 藝術教育比賽成績（直至201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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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對於鄧中來說，經過二十年的積聚，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再向「銀禧」邁進。這些年來，承

蒙坊眾支持，鄧中同學在學業成績、個人多元發展等，都取得長足的進步。

鼓勵創意 發展多元
本校「創藝社」今年首次派出七名中四級同學參加「創意思維比賽」（Odyssey of the Mind）的香港區賽。「創意思維比賽」

是一個國際性的創意解難比賽，團隊成員需經過共同努力，在數個月的時間內解決一個長期題，以及在比賽中作出一個限時的表
演。本校同學勇奪香港區賽第二名，能夠代表香港，於本年 5月到美國參加世界大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比賽交流。

今年 3 月，視藝科將舉辦「藝萃 ‧ 思源」校慶二十周年視覺藝術作品展，屆時開幕典禮由本校傑出校友莫俊賢先生主禮。
莫校友現居於英國，任職當地品牌女裝設計總監，藉今次慶典，與大眾共賞鄧中的藝術學習成果。

在英語戲劇方面，本年度劇目為《叮噹爸爸 Daddy The Doraemon》，講述女兒透過穿越時空，竭力挽救垂危爸爸的性命。
作品環繞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不同處境下仍堅持作出正確的抉擇，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奪得多個獎項，包括傑出演員、導演、
傑出合作及舞台效果獎等，並接受了「南華早報」的訪問。此外，4 月將舉行「鄧祥劇坊」的開幕典禮。劇場之落成，匯聚了鄧
中的文化藝術表演，標誌著鄧中戲劇發展的新一頁。

展望未來，鄧中繼續得到辦學團體的扶助，在家長、校友及社區的支持下，同事們堅守崗位，共創新里程，使所育之幼苗，
繼續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健康美善的果實。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對於鄧中來說，經過二十年的積聚，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路，再向「銀禧」邁進。這些年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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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中

「創藝社」於創意思維大賽香港區
賽勇奪第二名，將代表香港，於本
年5月到美國參加世界大賽。

本校羽毛球隊在元朗區學界比
賽中奪得「女乙團體冠軍」、
「男乙團體亞軍」、「女丙團
體優異」多項殊榮。

師生共聚，暢談往事，喜迎新年！ 歷屆舊生聚首一堂，
不亦樂乎！

「英語戲劇學會」接受
「南華早報」訪問

視藝科於三月底舉辦「藝
萃‧思源」校慶二十周
年視覺藝術作品展

2018-19 年舊生會新春團拜活動回顧

2019-2021年度舊生會幹事會與校友校董選舉

本校舊生會已於二零一九年二

月十五日舉辦舊生會新春團拜盆菜

宴，幹事們為師生及家長安排了豐

富的活動，包括卡啦 OK、抽獎及

「Kahoot! 大挑戰」，一眾參加者

皆反應熱烈！

舊生會第六屆幹事會之任期將在今年 8 月 31 日屆滿，與此同時，母校法團校董會第六任校友校董亦將在本學年終結時任滿。為
此，幹事會已通過決議成立選舉委員會，委任行將卸任之黎紀言主席為幹事會選舉主任兼校友校董選舉主任。是次選舉訂於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第十次週年會員大會當天舉行。現根據本會《會章》、《幹事會選舉細則》、《校友校董任免附則》與 2009 年
第一次週年會員大會上《有關選舉年會員註冊限期之決議》之有關規定公布選舉詳情，請參閱舊生會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
site/ylapsosa/。

完成選舉後，舊生會一眾幹事為各位老師及校友特意準備了燒烤活動，以慶祝新一任幹事會的誕生。與此同時，幹事們亦於當天
籌備了一系列的活動，藉此祝賀母校 30 週年校慶，舊生們萬勿錯過！

顧  問：陳志雄校長 

召集人：姜穎怡副校長  

統  籌：周麗盈主任

編  輯：潘廸恩老師 

助理編輯：陳佩瑚老師、陳怡華老師

委  員：招妙賢主任、梁宇薇主任、

麥芷瑜姑娘、張淑怡老師、

謝琬琳老師、陳志剛老師、

李世民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