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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拿着自己的製成品，齊來拍大合照，愉快地結束活動。

之

本會於2019年2
月22日(星期五)

開辦了

「家長興趣班之
有趣輕黏土班」

，家長反應

踴躍，場面十分
熱鬧。

家長們按部就班，一步步造出各種造型。

家長在導師協助下學習
製造輕黏土的技巧！

經過用心製造，一隻可愛的
小兔子就誕生了。

掌握了
輕黏土

的技巧
後，各

位家長

都專心地
製作自己

的模型。
在這次輕黏土活動中，家長們互相幫助，從而加深認識。

家 興趣長 班 有 輕黏趣 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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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周年運動會

大家先來一張大合照，標誌着運動會將正式開始。

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們全情投入，為運動會出一分力。

運 會 活動 動花絮

親 遊戲子 項目

一、二年級的同學與家長們一起參與親子遊戲時，多麼投入，大家都很享受箇中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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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運動會
     親子口號創作比賽結果

冠軍     5A 張晉匡 家長姓名 : 張子熙

優異     6A 許晞瑜 家長姓名 : 王淑萍

優異     6A 郭芷喬 家長姓名 : 黃彩虹

冠軍      4C 梁沛琳 家長姓名 : 梁耀明
優異      3A 柯欣彤 家長姓名 : 沈慧玲
優異      4A 周銘軒 家長姓名 : 周偉康

各級優勝者 親子口號創作總冠軍

同學跟家長一起合作完成接力比賽，盡顯沙小的體育精神……拼搏、毅力。

三 六年至 級 親 接力子 比 賽

 高年級組 中年級組

冠軍     1C 勞芷瑜 家長姓名 : 黃穎
優異     2B 胡嘉晉 家長姓名 : 胡國溢
優異     2E 陳心揚 家長姓名 : 陳瀚龍

 低年級組 總冠軍：4C 梁沛琳 家長姓名 : 梁耀明

沙小健兒皆棟樑，團結拼搏毅力強，

魅力綻放運動場，體育精神盡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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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旅行已於1月19日
在天水圍綠田園順利舉

行，當日天氣怡人，十
分適

合戶外活動。當天節目
豐富，家長與孩子及老

師們可以親親大自然，
悠遊地享用

綠田園的設施，愉快地歡
渡周末，體驗家校共融真

諦。

家 會親教 子旅行

參與手工藝製作，場面溫馨。

1號車 2號車

3號車 4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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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地享用園內設施

一同圍爐燒烤，享受天倫。



5號車 6號車

7號車 8號車

10號車9號車

11號車 12號車

13號車 14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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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級組

獎項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8-19 年度
班別

19-20年度
班別

冠軍 林靖晞
林俊華先生
彭景雯女士

5A

亞軍 梁智匡 梁樹明先生 5D

季軍 李希比 嚴綺雯女士 5E

優異獎
馬健峯 吳影娟女士 6A

張倬嵐 林嘉麗女士 5B

學生姓名：符慧妍  班別：3B

家長姓名：符金美

照片說明：開心的親子一天遊，哥
哥的

願望是當一位成功的農夫，所以對
蔬菜

好有研究，妹妹也喜歡這椰花園。
倆兄

弟在這裏根本不想離開的可愛樣子
。我

們過了一個既開心又難忘的假期。

學生姓名：陸子晴 班別：3D
家長姓名：陸永賢   
照片說明：當我在玩泡泡的時候，爸爸叫我、他和朋友仔一起影相。我看見了很多花草樹木，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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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小一至小三）

學生姓名：杜梓瑜 班別：1A

家長姓名：杜嘉榮   

照片說明：貪吃的爸爸正在吃雪糕。

冠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學生姓名：勞芷瑜 班別：1C

家長姓名：黃穎   

照片說明：秋風送爽，我倆與好同學─黃彥霖
及家人一同玩水上單車。一邊欣賞魚兒暢遊，
一邊談天說地，氣氛悠閒愉快。

亞軍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得獎結果

學生姓名：莫寶兒 班別：2D
家長姓名：楊影

照片說明：我家有三隻小豬，爸爸是小
懶豬，我是可愛豬，還有一隻豬呢？原
來美麗豬媽媽在幫我們拍照呢。

季軍



學生姓名：林靖晞 班別：5A

家長姓名：彭景雯、林俊華

照片說明：一家人可以一起享受陽光，親親

大自然，吃吃冰條，實是最美不過的事呢！

高小組（小四至小六）

參賽攝影主題：大自然親子樂

冠軍
學生姓名：梁智匡 班別：5D

家長姓名：梁樹明  

照片說明：大自然親子樂，歡笑連連
，

郊遊樂也融融。

亞軍

學生姓名：李希比 班別：5E

家長姓名：嚴綺雯 

照片說明：在煩囂的都
市生活裡，能與女兒到

郊外享受大自然的親子時
光，實難能可貴。

季軍

學生姓名：馬健峯 班別：6A家長姓名：吳影娟
照片說明：為媽媽，願做牛做馬。

優異獎

學生姓名：張倬嵐 班別：5B

家長姓名：林嘉麗

照片說明：在繁忙的時間表，一家人可以整天親親大自

然，每一幅照片都是我們珍貴的回憶，你們天真、可愛

的笑容，就是我們父母最珍貴的禮物，謝謝你們！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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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顧問：何逸敏主席  曾錫文校長

成員：張子熙先生  康致日先生  范家兒女士  杜佩儀副校長  麥碧麗老師  馬景崇老師  梁鈞湛老師

家長教育

看！我們家長多積極出席茶聚。

黃女士用心講解提升子女學習
動機有效的方法

「好心情迸發學習動機」講座

本校於2月16日(星期六)安排了「好心情@學校」黃靜嫺

女士於當日上午為家長主持「好心情迸發學習動機」講座，

協助家長了解孩子的個性及成長需要，掌握以正向的管教知

識及技巧來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的方法。

家長們都細心聆聽黃女士的講解

黃靜嫺女士
詳細講解管

理

子女的技巧

家長做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與各位家長分享

家教會活動預告：

2019年10月

第十七屆(2019-2020)

周年會員大會暨頒獎典禮

家長教師會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舉辦了「輕輕鬆鬆
家長茶聚」。今年家教會邀請了「好心情@學校」的黃靜嫺女
士到場與家長進行「好心情@追求卓越的成就動機之培育」講
座。席間，家長們除了能互相交流養育子女的心得和暢談生活
點滴之外，更能讓家長學習以正向的管教知識及技巧來提升孩
子的學習成就。活動完結後，大家更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家 教育長

輕 鬆 鬆輕 家長茶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