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階段是教育孩子成長的黃金時期，在過往兩年多的疫情期間，學
校遇到許多大大小小的新挑戰，面對多次停課或在家進行網課，或多或少

都會影響到孩子的情緒或學習進度。慶幸學校的管理團隊，包括副校長、各

位主任，以及資訊科技組等，上下一心合力制定了全面又清晰的指引，並提供

各類支援和培訓，讓老師和同學都能專心教學和學習。老師們亦盡心盡力思考不

同的方法，讓學生在有限的條件下參與多元化的活動，並不時突破思維框架，採用各

種媒體隨時隨地與學生及家長保持聯繫。相信大家在這段期間，都在不斷學習和進步，

也體會到生活上很多不容易，增強了抗逆力。

   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教育局於十月份宣佈更新全日面授課堂的具體安排。由於本校大部份家長已安排子女接種
疫苗，為校園築起更有效的保護屏障，學校亦順利於12月12日起全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學校一向十分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並以「學生為本」為前提，制定校內政策。相信在更充裕的學習課時下，學
校的發展計劃能更有效地開展。本學年的關注事項包括以下三個重點： 

1. 透過與科技及科學相關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提升學生學習動力及信心。

2. 推行正向教育，培育學生品德素養，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3. 讓學生認識祖國，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培育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就以第一個關注事項為例，學校於本學年重新鋪設全校光纖網絡，提升網絡速度及加強網絡系統的穩定性，以便
推展資訊科技教育。此外，學校已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一百三十多萬元，在校內設置「創意科技室暨深官電視

台」，添置資訊科技設備，以發展STEAM及電子教學。本學年亦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撥款約四十萬元，於2022
至2024學年在校內進行「奇趣IT識多啲」計劃，透過舉辦各項STEAM延伸學習活動，如3D打印技術學習、智能遙控車
編程班(TPbot) 、機械人程式編寫班(Lego) 、無人機程式編寫班等，讓學生整合和應用所學，並發揮創意，提升他們的
協作和解難能力，以及在STEAM方面的知識和興趣。

  由此可見，學校一直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在創校二十年間不斷尋求變革與創新，提升教學素質，發掘學生的潛
能。時光荏苒，轉眼間，我在深水埗官立小學擔任校長一職已踏入第八年了，作為學校的領導者，實在任重道遠。期

望所有深官的孩子都能繼續享受及珍惜校園生活，樂於學習，在關愛又愉快的氛圍下成長，並能從中建構正面積極的

價值觀及良好態度，為未來成長發展打好基礎，成為21世紀德才兼備的良好公民、明日領袖！

深水埗官立小學深水埗官立小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深旺道101號	 電郵：email@sspgps.edu.hk
顧問：黃鳳霞校長	 編審小組：洪寳如主任、林國良老師、羅德禮老師、鄭佩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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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陳佩雯主
任，主要負責一及三年級的訓輔

工作。我的工作目標是期望透過全校

師生合作，維持校園內良好的秩序及建

立樸實純良的校風。同時希望幫助學

生建立自尊自律的精神、積極樂觀

和勇於承擔的態度。

 你好！我是關杏怡主
任。加入深官這個大家庭已經

有好一段日子了，今個學年我將

會以一個新角色，在新崗位上繼續

服務深小的同學，期望可以與各

科組緊密合作，共同為同學帶

來愉快學習的體驗。

 大家好！我是趙一鳴主任。我
在學校任教數學、電腦和負責校內資訊

科技的工作。我和「深官」實在有緣！因為

我第一間任職的官立小學就在「深官」，直到

三年前，我調任至馬頭涌官立小學，而到了今

年，我再次返回「深官」這個大家庭！如

果同學有任何數學和資訊科技上的問

題，歡迎你來找我！

 大家好！我是鄭希通主任。本
年度主要負責數學科、學藝班及朗誦

音樂節比賽等工作。我的工作目標是期望

透過學科學習的提升，以及多元化的課外活

動的參與，使同學能於學業及才藝等方面，

都能有平均的發展；同時亦學習與人溝

通和相處，懂得與人合作，成為未

來社會的人才。

 大家好！我是張詠詩主任，
很高興能繼續在深水埗官立小學這

個大家庭工作。今年，我的工作崗位稍

有不同，負責更多有關中文科的事宜。

我希望各位同學都能把握學習機會，

虛心接受師長的教導，發展自己

的長處，為自己的目標而

奮鬥。

我們的我們的 新主任

陳佩雯主任陳佩雯主任
大家好！我是李施敏主

任。本年度主要負責常識科、

STEAM教育、功輔班等事宜。今年
是我加入深官的第五個年頭了，期望

同學能繼續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學習與人溝通和相處，努力裝備

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李施敏主李施敏主任任

關杏怡主任關杏怡主任
  

張詠詩主任張詠詩主任

趙一鳴主任趙一鳴主任
鄭希通主任鄭希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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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劉熳婷姑娘，

主要照顧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很高興

加入「深官」這個大家庭。我養了兩隻可愛

的貓貓和烏龜，假日喜歡行山、踩單車、玩獨木

舟，歡迎大家也跟我分享你的喜好和興趣啊！我有

時會在校門迎接各位同學上學，期待到時能見到元

氣滿滿的你。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煩惱，歡迎找我

傾訴，當然也可以找我說說開心的事情啦！希

望在未來的日子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度過

愉快的校園生活。

  我很高興加入深
水埗官立小學團隊，

遇上活潑開朗的學生

和充滿愛心的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粵盈老
師，很高興能夠加入深水埗官立

小學這個大家庭。今年我主要任教中

文、數學、常識和視藝。歡迎大家主

動跟我打招呼和聊天，與我分享

你的生活點滴，謝謝！

  大家好！我是孫錦順老
師。我是今年是4 A班的班主
任，主要任教數學、常識及視藝

科。我很高興來到深官這個大

家庭，與大家愉快相處！

 大家好，我是言語治
療師何倩婷姑娘，今年第二

年在「深官」服務。我每星期會

駐校3至4天，為校內同學提供言
語治療服務。我最喜歡和同學們

說故事和玩遊戲，希望大家都

能在玩樂中一起學習！

大家好！我是黎慧心姑

娘，今年第一年加入「深官」大

家庭，我主要照顧四至六年級學生，

我早上會在學校門口迎接同學回校，亦

會於小息到不同班別與同學聊天，歡

迎大家與我傾訴或分享。

 各位好！我是社工李
慧芳姑娘，這是我第一年加入

「深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在校

園，我很喜歡與同學們傾訴，聆聽你們

在校園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假若你們在

校園看見我，不妨主動與我打招呼，

一起來個輕鬆的分享時間！

我是周映君姑娘，是一

位教育心理學家，為學校提供校

本教育心理服務。我在學校的工作涵

蓋學校系統、教師和學生三個層面，務

求協助學校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

例如支援學校完善危機處理機制、為老

師提供培訓、評估學生的教育需要

及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

我們的新老師、姑娘、我們的新老師、姑娘、
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

張笑嫦老師張笑嫦老師
黃粵盈老師黃粵盈老師

孫錦順老師孫錦順老師 劉熳婷姑娘劉熳婷姑娘

黎慧心姑娘黎慧心姑娘
李慧芳姑娘李慧芳姑娘

周映君姑娘周映君姑娘

何倩婷姑娘何倩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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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一天課，排隊放學啦！
上完一天課，排隊放學啦！

開開心心便服日！開開心心便服日！

1A同學和班主任，來張大合照！1A同學和班主任，來張大合照！

排隊等待上洗手間！排隊等待上洗手間！

齊齊練習1A班口號！齊齊練習1A班口號！

1A乖寶寶，轉堂安靜等老師！1A乖寶寶，轉堂安靜等老師！

各位1A班同學，我是班主任葉冬艷老

師，歡迎你們加入「深官」這個大家庭。學校

特別安排了「小一適應課程」，每個同學都十分投

入活動和遊戲當中。我希望你們能夠盡快融入小學

的生活，健康、勇敢和快樂地成長！

1A

我們的小寶貝我們的小寶貝

葉冬艷老師葉冬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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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賴燕芳老師，今年1B班有24位同

學，個個活潑可愛，有禮守規。歡迎他們加

入深官大家庭，成為我們的新成員。

    正如我們的班口號：「我是乖巧小寶寶，愉快學

習無煩惱。」希望1B班各位同學投入學習，享受校

園生活。

中文字變化多，看看誰人寫得多。中文字變化多，看看誰人寫得多。

排隊放學回家去，擁着爸媽排隊放學回家去，擁着爸媽説説樂事。樂事。

齊舉手，讚你叻；互欣賞，心花放。齊舉手，讚你叻；互欣賞，心花放。

課餘學摺紙，輕鬆又容易。課餘學摺紙，輕鬆又容易。

1B大合照，個個都讚好。1B大合照，個個都讚好。

書本練習真有趣，動動腦筋找答案。書本練習真有趣，動動腦筋找答案。

1B
賴燕芳老師賴燕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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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1C班同學和家長加入深官大家

庭，班主任錢慧勤老師安排每位同學擔任不同職

務，如班長、科長、伴讀員等等，培養同學們積極服

務的態度。同學們除了專心上課之外，還投入參與各

項校內活動，如小一適應課程和便服日呢！

1C

學習扭氣球，很興奮！學習扭氣球，很興奮！

放學啦！明天又可再見面！
放學啦！明天又可再見面！

練習1C班口號，個個醒目又精靈！練習1C班口號，個個醒目又精靈！

穿便服玩遊戲，真有趣！
穿便服玩遊戲，真有趣！

1C同學排排站，齊拍照1C同學排排站，齊拍照

便服日也要認真學習！便服日也要認真學習！

1D大合照，個個英俊又嬌俏！1D大合照，個個英俊又嬌俏！

錢慧勤老師錢慧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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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1D班同學，歡迎大家加入「深水

埗官小大家庭」。我是你們的班主任譚家雯老

師。每天除了學習知識外，你們在群體生活中不斷

成長，希望你們如班口號所說，1D同學最精靈，讀

書運動樣樣醒！

1D

1D大合照，個個英俊又嬌俏！1D大合照，個個英俊又嬌俏！

良朋伴左右，互助互愛好朋友！
良朋伴左右，互助互愛好朋友！

閲讀長知識，看看我們多認真閲讀！閲讀長知識，看看我們多認真閲讀！

整整齊齊的隊伍，我們會是秩序比賽的冠軍嗎？整整齊齊的隊伍，我們會是秩序比賽的冠軍嗎？

有老師和家人的愛護，我們都是茁壯成長的小花苗呢！有老師和家人的愛護，我們都是茁壯成長的小花苗呢！

整齊排隊，盡責守規，我們都是1D的乖寶寶。
整齊排隊，盡責守規，我們都是1D的乖寶寶。

譚家雯老師譚家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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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金便服日

  成長的天空計劃是透過一系列的
活動，包括小組活動、戶外活動、義

工服務等，讓學生提升抗逆能力，以

正面及積極態度面對困難和挑戰，活

動亦設有家長工作坊及結業分享會，

邀請家長與老師一同陪伴學生成長。

成 長 的 天 空

黎慧心姑娘黎慧心姑娘

大家正商討怎樣將球拋高而不掉出網外。大家正商討怎樣將球拋高而不掉出網外。
成功了！大家一同與製成品合照。成功了！大家一同與製成品合照。學生正在合力設計高塔。學生正在合力設計高塔。

  每年公益金便服日深受各界人士歡迎，學校一直鼎力
支持。本年度公益金便服日已於2022年10月28日（星期
五）舉行，當天全校學生均無須穿著校服上學，大家踴躍

捐輸，體驗為公益盡力的精神。全校所籌得的善款已交予

公益金，以支持社會各項慈善服務。

戴琬婷老師戴琬婷老師

Trick or treat Treat or treat Give Trick or treat Treat or trea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Hi Ms Zarin! I had egg and "Hi Ms Zarin! I had egg and 
milk for breakfast today. What milk for breakfast today. What 

about you?"about you?"

Students are so excited to Students are so excited to 
get treats from Ms Zarin!get treats from Ms Zarin!Hahahaha I got some treats for Hahahaha I got some treats for 

all of my juniors. Here you go!all of my juniors. Here you go!

One of our student One of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mbassadors 

dressed as a devil!dressed as a devil!

 

 Halloween was wonderful 
a t  S S P G P S !  S t u d e n t s  g o t 

s w e e t s  a n d  c h o c o l a t e s  s i m p l y 
by saying "Trick or treat!  Give me 
someth ing  good  to  ea t ! " .  S tuden t 
ambassadors dressed up in  funny 
costumes and teachers went around 

the school and distributed treats 
and Halloween st ickers! We 

all had an amazing time 
and lots of fun!

HalloweenHalloween
MISS ZARINMISS Z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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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體育校隊透過定期而有系統的訓練來提升隊員的運動技術及水
平，加強隊員的體能及心理素質，藉以培養他們的團隊及合作精神。除

校隊訓練外，本校每年都會舉辦及參與各類型的運動項目及比賽，藉以

提升他們對體育活動的認識和興趣。

  本校體育校隊包括：田徑隊、男子籃球隊、女子籃球隊、足球隊、
乒乓球隊及排球隊。

  中樂團校隊陣容十分鼎盛，人才濟濟。中樂團校隊透過學習琵琶、二胡、古箏、大
提琴、揚琴、柳琴、阮及特樂的訓練，學生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演奏技巧外，還學會在

生活中如何與人溝通和合作。因為樂團非單一樂器的演奏成果，而是整體的合作成果。

要做到各聲部音色的完美、和諧和協調，學生必須互相配合和學習包容，才會有優秀的

整體表現。

體育校隊

中樂團

排球校隊排球校隊
乒兵球校隊乒兵球校隊

田徑校隊田徑校隊 足球校隊足球校隊

男子籃球隊男子籃球隊

女子籃球隊女子籃球隊

課後課後活活動動多多精精彩彩

同學正彈奏一首優美動聽的同學正彈奏一首優美動聽的
香江花月夜呢！香江花月夜呢！

導師細心地教授同學如何彈奏。導師細心地教授同學如何彈奏。

終於可以一起合奏啦！真有滿足感！終於可以一起合奏啦！真有滿足感！ 揚琴有144條弦，同學要雙手持揚琴有144條弦，同學要雙手持
「琴竹」準確地擊奏，真的巧功夫！「琴竹」準確地擊奏，真的巧功夫！

同學十分專注聽取導師的講解。同學十分專注聽取導師的講解。

拉奏板胡一點也不容易！同學們，努力啊！拉奏板胡一點也不容易！同學們，努力啊！

張笑嫦老師張笑嫦老師

葉麗琬老師葉麗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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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團隊 服務團隊宣誓儀式宣誓儀式

  服務團隊宣誓代表生都經過老師精心挑選、綵
排和培訓。代表生都代表所屬服務團隊的每一位隊

員。於升旗禮早會時段，在黃校長及眾師生見證

下，在台上背誦宣誓誓詞。代表生聲音洪亮有力，

展現自信滿滿，以及對於學年間的服務都有充足的

信心和承擔。

幼幼小小銜銜接接做做得得到到

  為協助一年級新生適應小學的校園
生活，本校每年都會舉辦一個為期兩至

三天的「小一適應課程」。課程內容以

活動及遊戲為主，務求令小一新生在愉

快的氣氛中適應新環境、結交新朋友。

  本年度的小一適應課程已於8月29
日及3 0日完成。小一新同學踏進了校
門，經過這兩天之後，大家都是深官的

成員了。歡迎你們啊！

很想喝這個很想喝這個

各位同學，這是操場各位同學，這是操場

我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 最愛畫彩虹！最愛畫彩虹！

同學們喜歡踢足球嗎？同學們喜歡踢足球嗎？

我的圖畫漂亮嗎？我的圖畫漂亮嗎？

參觀圖書館參觀圖書館

Let's play a gameLet's play a game

放學了放學了

集隊訓練集隊訓練

——HELLO! 各位小一同學HELLO! 各位小一同學

關淑萱老師 關淑萱老師 

黃美珊老師黃美珊老師

代表生與校長及負責老師合照代表生與校長及負責老師合照

代表生於校長見証下宣誓代表生於校長見証下宣誓

代表生於校長見証下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宣誓儀式代表生於校長見証下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宣誓儀式

服務團隊代表生於台上列隊準備宣誓
服務團隊代表生於台上列隊準備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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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基本法》
學生校園大使學生校園大使

升旗禮升旗禮

  為加強同學對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的認識和尊重，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

身份認同，顯示對國家的尊重和提升師生

的國家觀念。《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於

本年度繼續參與不同的活動，包括進行中

式升旗禮儀式、與教師一同分享旗下講

話、全「深」分享《基本法》、「深」情

《基本法》閱讀活動、我和《基本法》有

個約會等。《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更積

極參與校外活動，增廣見聞，例如：國情

電影欣賞《奪冠》、法律迷思之探索《基

本法》等。

  本校喜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批撥約40萬元，在
校內舉辦與資訊科技及STEAM相關的學習活動。學校將分
階段（2022/23及2023/24學年）在三至六年級於週五課外
活動時間，舉辦「無人機編程班」和

「LEGO編程班」，期望藉此能加
強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

及應用，為融入知識型經濟和

數碼社會發展作好準備。

奇趣IT識多啲計劃奇趣IT識多啲計劃

吳志輝老師吳志輝老師

王榮桐老師王榮桐老師

趙一鳴主任趙一鳴主任

從活動中同學們除了學習從活動中同學們除了學習
編程外，還學會團體合作編程外，還學會團體合作

的精神！的精神！
看，同學多麼專心聆聽導師講解！看，同學多麼專心聆聽導師講解！

同學積極主任學習，同學積極主任學習，
多思考並進行解難訓練！多思考並進行解難訓練！

同學在活動中提升對同學在活動中提升對
資訊科技的興趣。資訊科技的興趣。同學透過編程學習，走進新時代。同學透過編程學習，走進新時代。

升旗隊隊員精神抖擻，準備出旗。升旗隊隊員精神抖擻，準備出旗。

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及同學面向旗杆、肅立，校長帶領全體老師及同學面向旗杆、肅立，
眼睛望着國旗徐徐升起，大聲頌唱國歌。眼睛望着國旗徐徐升起，大聲頌唱國歌。

國旗在空中飄揚，同學們都國旗在空中飄揚，同學們都
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光榮。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光榮。 整個升旗過程中，同學們表現投入。整個升旗過程中，同學們表現投入。

奧海城戲院，國情電影欣賞《奪冠》奧海城戲院，國情電影欣賞《奪冠》

大家一起鑽研大家一起鑽研
《港區國安法》啊！《港區國安法》啊！

等我考考你《基本法》等我考考你《基本法》
小知識！小知識！

同學們三五成群地欣賞國國家同學們三五成群地欣賞國國家
安全教育海報安全教育海報

小息時，齊齊閱讀《基本法》！小息時，齊齊閱讀《基本法》！

  本校逢星期二舉行早會
升旗禮，同時在重要日子或

特別典禮上也會進行升旗儀

式。同學們在莊嚴的升旗禮

下一起唱國歌，精神抖擻，

表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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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盡展體藝潛能，以靜態和動態的學
習模式帶出堅毅積極的生活態度。本校五位學生經

過選拔後，代表學校前往九龍塘官立小學出席三次

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導師教授的工作坊。他們透

過學習唱跳的基本技巧，活力操配上跳動的音樂，

帶出節拍和動感，從而享受一起舞動的樂趣。同學

都努力練習，發揮積極進取的精神，稍後協助校內

推廣活力舞，日後更會聯同其他官立小學出席聯校

活力舞活動日，大展身手呢！

20周年校慶預告20周年校慶預告

科目 年份／月份 活動名稱 級別

中文科
4-5/2022 校慶20周年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P.1-6

12/2022-3/2023 寫作表「深」情

—《深官是我家》
P.3-6

ENGLISH

5-7/21/22 
Thank-you Card for my 

Teacher / School mate at 
SSPGPS

P6

10-11/2022 My Dream Room at SSPGPS P2
My Favourite Teacher at 

SSPGPS P4

12/2022-1/2023
Interviewing SSPGPS 

Teachers P5

A Birthday Cake for SSPGPS P1

2-3/2023 My Rubber Band Powered 
Car for SSPGPS P3

數學科
5-7/2022 合「20」算式設計活動 P6
2-3/2023 合「20」算式設計活動 P1-6

常識科

6/2022 增添校園設施工作紙 P1-3

7/2/2023-
9/2/2023

（STEAM跨科 
學習日）

以20周年為主題設計空氣炮 P4
設計20周年或SSPGPS字樣的

閉合電路
P5

設計20周年或SSPGPS字型的
彈珠賽道

P6

校慶20周年各科慶祝活動一覽表校慶20周年各科慶祝活動一覽表
科目 年份／月份 活動名稱 級別

視覺
藝術科

5-7/2022 20周年校慶LOGO設計比賽 P5-6

10-12/2022
20周年校慶填色比賽 P1-3

20周年校慶壁畫創作活動 P4-6

9//2022-1/2023

送給校慶二十周年的生日蛋糕 P1
校慶二十周年蛋設計 P2

校慶二十周年愛心布花束 P3
校慶二十周年飾物盒 P4

音樂科 10-11/2022 親子舊曲新詞比賽 P1-6

體育科

12/2022-1/2023
「跳」出彩虹迎20 P1-3
「踢」出彩虹迎20 P4-6

6-7/2023
「飛」出彩虹迎20 P1-3
「射」出彩虹迎20 P4-6

資訊
科技科

9-12/2022

認識校園（校慶）網頁 P1
校慶日程表 P2

MS WORD 20周年文書排版 P3
20周年校慶簡報設計 P4
20周年標誌創作及

3D打印作品 P5

20周年校慶網頁設計 P6

普通話科

10/2022-2/2023 拍攝普通話「宣傳短片」 P4-6
12/2022-2/2023 拍攝普通話「祝賀片」 P1-3

12/2022-2/2023 祝壽歌（普通話科與

音樂科跨科活動）
P1-6

「童•起動「童•起動－－同•堅毅」同•堅毅」
 「舞」出健與樂 「舞」出健與樂

視藝室及特別室視藝室及特別室

我們的STEAM ROOM、
我們的STEAM ROOM、

「堅毅」系列活動

吳志輝老師吳志輝老師

同學們與吉祥物大合照同學們與吉祥物大合照

齊齊參與童•起動！ 齊齊參與童•起動！ 

同學們活力十足，大家一起掌聲鼓勵！同學們活力十足，大家一起掌聲鼓勵！

詹建慧副校長詹建慧副校長

我們一起努力為大會拍攝宣傳短片我們一起努力為大會拍攝宣傳短片

預告預告
2023年4月27日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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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若行經二樓時，必定會發現今學年新落
成的創意科技室(STEAM ROOM)。創意科技室由門
外以至內部設計均讓人有耳目一新、清爽明快的感

覺。除了室內設計吸引外，內在的設備更讓學生能充

份利用資訊科技設備以促進學習：互動地氈、互動白

板、無人機、360相機、LEGO® SPIKE™ Prime套
裝硬件、3D打印機⋯⋯
  配合常識科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創意科技
室讓教師和學生能善用電子學習工具及資源，以探索

新內容、概念、資訊及意念。學生更透過運用這些電

子工具展示及建構知識呢！

我們的視藝室及特別室大變身……我們的視藝室及特別室大變身……
實在目不暇給！實在目不暇給！

只要以手機掃瞄二維碼便可以只要以手機掃瞄二維碼便可以

360°參觀創意科技室。360°參觀創意科技室。

視藝室及特別室視藝室及特別室

我們的STEAM ROOM、
我們的STEAM ROOM、

以「愛學習 學習以「愛學習 學習
愛」為主題的圓愛」為主題的圓
柱畫，點綴了樸柱畫，點綴了樸
實無華的正門，實無華的正門，
令人有如沐春風令人有如沐春風
之感之感

新外觀、新景象新外觀、新景象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高年級學生進行常識課高年級學生進行常識課

接上主機測試程式接上主機測試程式

大家一齊看看我們的STEAM ROOM，大家一齊看看我們的STEAM ROOM，
太美了！太美了！

認真學，齊齊再動手做認真學，齊齊再動手做

潘靜雯老師潘靜雯老師

學校正門圓柱畫

新裝修的視藝室加上藝術大師經典名作為主題的壁畫，新裝修的視藝室加上藝術大師經典名作為主題的壁畫，
真是錦上添花！洋溢着濃濃的藝術氣息。真是錦上添花！洋溢着濃濃的藝術氣息。藝窩組員合力繪畫視藝室壁畫藝窩組員合力繪畫視藝室壁畫

家 長 資 源 中 心 、家 長 資 源 中 心 、
ENGLISH ROOM、ENGLISH ROOM、
活動室、多媒體自學活動室、多媒體自學
中心、音樂室、圖書中心、音樂室、圖書
館、英語閱讀室、視館、英語閱讀室、視
藝室、電腦室、音樂藝室、電腦室、音樂
室及教員休息室的門室及教員休息室的門
面 都 將 換 上 特 色 新面 都 將 換 上 特 色 新
裝，同學們日後必定裝，同學們日後必定
眼前一亮！眼前一亮！ 藝術大使協助粉飾校內正門的圓柱藝術大使協助粉飾校內正門的圓柱

視藝室壁畫

特別室門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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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在此感激各位支持我的老師和家長們，

令我有幸成為今屆家教會主席。

  在疫情的影響下，有很多活動都取消了，但
在校方悉心安排下有很多新的活動推出，令同學

的身心靈得以健康發展，祈願疫情盡快過去，一

切能回復正軌。

  在此感謝校長、副校長、主任及各位老師的
帶領和協助，令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作為家教會的一份子，我定必與學校籌辨不
同的活動。屆時請大家踴躍支持和參與，與同學

們共同學習和成長，令「家校合作」的理念能延

續下去。

  最後感激各家長義工的參與和支持，為同學的
品德和學業努力，締造一個理想愉快的學習環境。

  祝願各位心想事成，健康快樂。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2022-2023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2022-2023年度

後排左至右：洪寶如主任（康樂）、陳佩珍主任（司庫）、

 關杏怡主任（秘書）、 余國基主任（文教）

前排左至右：黃璇女士（秘書）、陳家欣女士（康樂）、盧群英女士（總務）、

 黃鳳霞校長（顧問）、陳衍如女士（主席）、徐素雯女士（司庫）、

 許清蓮女士（文教）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職  位 姓  名 職  位 姓  名

顧 問 黃鳳霞校長、曾美雲女士 司 庫 徐素雯女士、陳佩珍主任

主 席 陳衍如女士 康 樂 陳家欣女士、洪寶如主任

副主席 羅淑華副校長 文 教 許清蓮女士、余國基主任

秘 書 黃璇女士、關杏怡主任 總 務 盧群英女士 、羅德禮老師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開學禮暨敬師日 2022年9月7日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選舉 2022年9月28日

周年會員大會 2022年10月25日
家教會籌募經費 2022年11月17日及18日

家長興趣班（上學期） 2022年11月
家長興趣班（下學期） 2023年3月

家長教育講座 2023年5月11日
傑出學生選舉 2023年5月29日
六年級畢業典禮 2023年6月30日
圖書館包書服務 全學年

換領禮物 全學年

防疫注射 全學年

2022-2023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2022-2023年度2022-2023年度

家長教師會委員家長教師會委員

多謝在場家長為家教會選舉作監票人。多謝在場家長為家教會選舉作監票人。

感謝各位家長協助換禮物活動，感謝各位家長協助換禮物活動，

同學們已經期待了很久。同學們已經期待了很久。

校長頒發義工感謝座給校長頒發義工感謝座給
上一屆主席曾美雲女士上一屆主席曾美雲女士

各位家長義工獲頒發義工感謝座，各位家長義工獲頒發義工感謝座，
多謝家長過去一年的協助。多謝家長過去一年的協助。

洪寶如主任洪寶如主任

洪寶如主任洪寶如主任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於2022年10月25日順利舉行，當天還是我們選舉新一
屆家長委員的大日子。周年大會先由黃校長致歡迎辭，接著關主任介紹各候選家長，

出席大會的老師及家長都投下自己心儀的家長。進行點票期間，由洪主任及陳主任向

家長匯報去年的會務活動和通過財政報告，當然還有向去年熱心服務的家長義工頒發

感謝座，以表揚家長義工們為學校服務和

作出的貢獻。經過激烈的點票過程後，新

一屆的家長常務委員順利誕生，再由黃校

長頒發委任狀給新任的家長和教師委員，

希望新的一年家長及老師繼續㩦手合作，
讓我們的小寶貝愉快投入學校的生活。

余國基主任余國基主任

感激家長們過去一年給學校的協助及支持。感激家長們過去一年給學校的協助及支持。

校長與上一屆主校長與上一屆主
席曾美雲女士真席曾美雲女士真

情對話。情對話。

家長委員選舉得以順利完成，家長委員選舉得以順利完成，
實在有賴家長及老師的踴躍支持。實在有賴家長及老師的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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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6A班的安吉祥。感慨時光在不經意間流逝，小學生活中的美好時光一去
不復返。成長的七彩路上有歡欣和驕傲，也有挫折和遺憾。感謝校長和老師們悉心的教導，讓我

從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變成了一位有責任感、肯承擔又懂事的青少年。

  在這六年裡，母校不斷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與資源，讓我能夠全心地投入，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裡。在這片
海洋裡，我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學們，讓我親身感受到友情的珍貴，亦成為了我童年美好的回憶。

    在這裡，我真的很感激母校，再次感謝循循善誘的校長和老師們，感謝同學們的包容與陪伴，感謝校
工姨姨暖心的關懷⋯⋯與此同時，我再次對陪伴了我六年的母校道一聲：「謝謝您，母校！」

 臨別之際，我祝願學弟學妹們，學業進步，心想事成，並祝願母校桃李滿天下，未來更輝煌！

6A 安吉祥6A 安吉祥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2021-2022年度深水埗官立小學的畢業生劉家熹。我十分榮
幸能夠入讀荃灣官立中學。

  我能夠順利入讀心儀的中學，全都是因為得到我們「深官」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時光荏苒，六年
的小學時間很快就結束，要跟老師們道別，開始我們的中學生活了。記得我以前的英文成績經常考得不

理想，但是有賴英文老師—許詠堯老師，我的英文成績突飛猛進，成為了全級英文科成績三甲。當我

們每次遇到難題時，許老師都會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

  在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我認識了不少的好朋友，他們都會在我需要時幫助我、鼓勵我。
  老師們，辛苦了！非常感謝這六年來，您們的循循善誘。

  各位師弟師妹，你們要好好珍惜在「深官」的日子，並時常抱着感恩的心。你們要繼續努
力，祝你們日後能夠入讀心儀的中學，加油啊！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已經結束，同學們
也即將入讀中學。我和另外的九位好朋友都一起入

讀荃灣官立中學，我對這件事感到十分期待和興奮。

但另一方面，對於要離開生活了六年的母校，真是感

到依依不捨。回望昔日的校園生活，將會成我們珍貴美好的回憶。

  過去的六年生活，各位老師和同學都一直鼓勵我，我十分感激他們，
但我最感激的是政府。政府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學習空間，令我們學了很多

技能，從中發掘自己的興趣。我還要感激許詠堯老師，她不但是我的班

主任，還是我的英文老師。除課堂知識外，許老師還教導我如何

尊重別人，作出選擇、珍惜朋友等，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良師。

  學校有一個優美的環境，有兩個籃球場及一個足球場。我亦很感
謝老師們的教導，令我們成績不斷進步。我相信以後一定會回校探望

老師。最後，我祝福老師工作順利、生活愉快，更祝福母校校譽

日隆。

後排左至右：洪寶如主任（康樂）、陳佩珍主任（司庫）、

 關杏怡主任（秘書）、 余國基主任（文教）

前排左至右：黃璇女士（秘書）、陳家欣女士（康樂）、盧群英女士（總務）、

 黃鳳霞校長（顧問）、陳衍如女士（主席）、徐素雯女士（司庫）、

 許清蓮女士（文教）

6A 劉家熹6A 劉家熹

6A 梁誠峰6A 梁誠峰

畢業生畢業生
分享分享

洪寶如主任洪寶如主任

洪寶如主任洪寶如主任

  小學時光轉瞬即逝，我成為了深官
新一屆的畢業生。我很慶幸能在第一階段

被我心儀的中學—荃灣官立中學錄取

了。這都是因為學校老師們孜孜不倦地教導

我們，處處留意着我們的身心健康。所以，

我想向全體老師致以最衷心的感謝。我

也向老師承諾，我會重返母校，跟你們訴

說在中學的經歷。最後祝願各位學弟學妹

們能夠入讀心儀的中學。謝謝！

6A 楊寶燁6A 楊寶燁

恭喜以上學生升讀荃灣官立中學。恭喜以上學生升讀荃灣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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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前我初入校園，對甚
麼都如此陌生卻又好奇，這麼

多年我體會了各種成功和失敗、

快樂和哭泣、歡笑和爭吵、還

有種種心酸和汗水。最幸運是，我認識很多朋

友，陪伴我一起成長。

 六年中有太多的第一次，感到興奮和難忘。
第一次穿着華服、第一次參加中國舞比賽⋯⋯記憶

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片段，真的太多的不捨、太多

的留戀，永遠都會留在心中。現在我畢業了，我

現正就讀聖母玫瑰書院，我相信，更美好的生活

即將到來，我會努力面對新的挑戰。最後我非常

感謝校長、副校長、主任以及老師們的教導，

祝願各位老師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2021-2022年度應屆畢業生麥傲懿。
  時光荏苒，轉眼間，已經在這間彩虹小學學習了六年！亦代表我們要離開

這間學校，去新的校園生活了。雖然我們要去新的學校學習，但我們會緊記這六年來

校長和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未來，我們亦會繼續秉承校訓「積極進取，自我完善」的精

神。很感恩這六年裡面，校長和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和照顧，亦很感激老師們默默的支持和

鼓勵，令我們這六年的小學生活，過得十分愉快！我們亦會在中學用功學習，成為令老師們自豪的學生。很感

激老師們一直用心的教導，令我們可以學習許多的知識，豐富我們的人生！您們的付出，我們一定會刻骨銘

心，牢牢地記住！您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真的無言感激只能說一聲：「謝謝您們！」

  我十分榮幸能夠升讀荃灣官立中學，很感恩老師們的支持，一直陪伴我們！
      各位學弟學妹一定要繼續努力！好好珍惜在深官餘下珍貴的日子，常存感恩的心。

6A 麥傲懿6A 麥傲懿

6C 鍾卓穎6C 鍾卓穎

  畢業了，要到中學開始新生活，我對
母校難免會有點不捨。在這六年裡，我經歷

了很多事，令我學會了很多不同的知識。從

小一，林老師體貼入微的照顧，到小六，許老師的包容和體

諒，都令我刻骨銘心。我要感謝黃校長和每一位老師，讓我在舒

適和愉快的環境學習。我更要感謝一直陪伴我成長的朋友，他們

在我身邊一直鼓勵我、包容我、為我打氣⋯⋯我不再是小學

生，我會證明給所有人看，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畢業，象

徵着我們踏入人生的另一個新階段，我一定會以積極和樂觀的

態度迎接未來種種新的挑戰。到了荃灣官立中學，我會繼續

努力學習，做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畢業啦！六年光陰轉瞬，從青澀到成熟，從懵懂到堅
韌，在校這幾年，有歡笑也有淚水，有過成功，也有過失

敗，有過挫敗，也有過遺憾，正是這些因素才讓我變得更加

勇敢和自信，我要感謝我的母校—深水埗官立小學。

   2018年的那個盛夏，與無數老師朋友相識於此，逐夢於
此。在這麼多良師中，首先，我要感謝第一個班主任，尊敬的楊景揮老

師，剛插班到學校的時候，是他給予我莫大的鼓勵、關心和幫助。楊老師

教會我：「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另外，我久久還不能忘

懷我親愛的黃慧珠老師孜孜不倦的教導，「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對

我影響很深。其次，我也要感謝其他老師們的謙和思辨，傳道解惑；循循善

誘，飲其流者懷其源，學其成時念吾師；人生漫漫，不負教誨。

   最後，我也十分高興能派到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當我收到這信
息的時候，我感到又喜又驚，喜的是準備迎接新的挑戰，驚的是發現自

己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以後我會加倍努力！

     文末擱筆，致此，我祝願母校「桃李滿天下，春暉遍四方」，也
祝各位師弟師妹們，前程似錦，未來可期。

   我是6B班曾海柔同學。我在深
水埗官立小學學習已經六年了。由

昔日學走的小朋友去到現在，變成

有思想、有主見的青少年，都有賴黃

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我獲派東華三院張

明添中學，是一間適合我的中學。最後多謝母

校和各位老師無微不至的愛。我相信，雖然離

開母校，但會時刻銘記校長及教師們的教誨。

6A 陳柏賢6A 陳柏賢

6B 曾海柔6B 曾海柔

6B 李文灝6B 李文灝

  在2021-2022年度六年級派位，86%六年級學生獲派首四志
願，當中10名學生升讀荃灣官立中學，12名學生升讀東華三院張
明添中學，其他畢業生升讀學校包括：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德雅中學、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

中學、迦密主恩中學、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及匯基書院等。

第二志願第二志願
5%5%

第三志願第三志願
6%6%

第四志願 第四志願 
2%2%

第一志願 
73%

以後志願
15%

2021-2022年度2021-2022年度

六年級派位結果六年級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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