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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致力推動正向教育，並配合校本課程及活
動，強化校園內「感恩」、「共融」、「關愛」等正向元
素。本校於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舉辦「正向校園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並誠邀全校家長與子女共同創作
標語，藉此發揮學生的創意，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透過親子創作，更增進了親子間的感情。是次活動分初
級組 (小一至小三 )及高級組 (小四至小六 )進行。校方

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更邀請本校校監鄧逸勤先生及各校董到校擔任頒獎
嘉賓，與全校師生共同分享喜悅。總冠軍作品加入全校中文科老師的參與，
製作成大型橫額，高掛在學校校舍的外牆上，希望能與社區一同分享我校
師生的喜悅，並藉此宣揚正向信息。

大家好，很開心來到蒙養這個大家庭，共同為孩子的未來而努力。作為新任校長，我現正努力與老師和家長溝通，
希望在短時間內能對學校的現況有更多的掌握，整理出學校的優勢和需加以改善的地方，從而訂立學校的發展方向。

從平日的觀察，我發現無論是華語或非華語學生，大部分都既有禮，又純樸。學生臉上帶著天真燦爛的笑容，
讓我感到很温暖，很有家的感覺。為了使這個家能充滿更多的暖意和營造愉快的校園，我會努力使這個家更充滿活
力，使每位成員更有成就感和滿足感。

培養學生成材非易事，感恩我們的教職員團隊不畏艱辛，全情投入於教育工作中。而一所學校的成功，實有賴
師生和家長的共同努力。上任前，我十分感謝法團校董會對我的信任及楊錦英校長的幫忙，讓我對學校有初步的了

解，亦感謝她過去多年在學校工作的帶領上奠下良好的基石。隨著
我逐步投入工作後，我更希望獲得老師及家長的支持和配合，群策
群力，使校務蒸蒸日上。

最後，我期盼學生在「忠、信、勤、樸」的校訓中，讓學生在
德、智、體、群、美等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學生能接受多元化
的、優質的全人教育；學校亦能為學生提供一個温暖及愉快的學習
環境，以促進他們個人潛能及自學能力的發展，建立自信和積極
正向的人生觀，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劉強校長
蒙養師生齊努力，家長支持作後盾，學校成果齊共享。

鄧校監及各位校董一同

祝賀獲獎同學

鄧逸勤校監頒發總冠軍獎
狀及書券予 2A 羅綽琛。

獲獎標語及橫額現已高掛在學校校

舍的外牆上，讓社區和我們一起分

享我校的喜悅及宣揚正向信息。
獲獎作品於校園內展示，

供師生和家長觀賞。

「正向校園親子標語創作比賽」獲獎名單

初級組 – 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2A 羅綽琛 )

忠信勤樸共仁心，關愛共融校園真。

初級組 – 亞軍 (2A 程俊霖 )

感激啟蒙教養之恩，常懷互愛正向之心。

初級組 – 季軍 (1A 覃夢兒 )

蒙養共融，關愛學童，感恩有您，走向大同。

高級組 – 冠軍 (4A 熊冠稀 )

朋輩共融顯關愛，凡事感恩莫等待！

高級組 – 亞軍 (6A 陳泓毅 )

蒙養散播正能量，關愛共融齊感恩。

高級組 – 季軍 (5A 伍澤軒 )

互助互愛齊感恩，關懷備至攞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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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軍新養 力

當走近這所年深久遠的校舍時，古樸的
鄉村氣息迎面而來。放眼所見，繁花開滿，
綠樹成蔭，確使人愉悅快意！

轉眼在此任教一個學期了，從最初看見
一張張陌生的臉孔，到今天，已是熟悉不過！

對在市區教學多年的我來說，這是既陌生又熟悉的經歷！
陌生的是校園、學生及各位合作的同事，熟悉的是那鄉郊

的氛圍，那清新的空氣 ...... 還有的是我初出茅蘆時，曾在遙
遠的村校執教的回憶！

陌生與熟悉，交集出一股推動力，驅促我要在這所學校與
各同工努力，希望能帶給這裡的孩子愉快和做夢的天空！

Hi, everyone! I am Miss Chan. I am 
happy to join this family (Kam Tin Mung 
Yeung Public School). I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because it can make me feel relaxed. 
My favourite music is jazz. Apart from this, I 
like reading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 Reading can enrich my 
knowledge and help me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One of 
my favourite novelists is Roald Dahl. He wrote a lot of best-
loved children's stories such as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nd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What is your 
favourite book? Come and share with me at recess! Besides, 
I love to eat Japanese food, hot pot and cheese fondue. 
Yum!!! I like seeing your smiling faces so “let us always meet 
each other with smile, for the smile is the beginning of love.” 
(A quote from Mother Teresa)

 Hello, I’m Mr. Tsang and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I have taught in different 
schools.  I enjoy teaching and 
getting along with children. Although this is 
a small school, I love the surrounding of it. 
Furthermore, I feel that I could eventually 
get to know every students and help them in 
some ways in this school which can be hardly 
done in a larger school.  I am an ambitious 
and innovative person, and welcome challenges 
as I try to come up with new ideas.  Travelling 
has been my top interests. I have been t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 love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in different cultur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and growing with all of you! 

 大家好 ! 我是鍾
朝發老師。 我主要任教
數學、常識及電腦科。

今年，我很榮幸能加入這充滿活
力和色彩的大家庭，校長、老師們和
同學們都非常親切有禮，四處都充滿
著大家的歡笑聲，很有活力，使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

平時我喜歡行山和打羽毛球，如
果大家有以上兩項心得，歡迎大家一
起分享。

期望未來的日子跟大家一同努
力，為每位蒙養的學生建立愉快的校
園生活。

各位蒙養的同學
你們好！我是今年剛
加入蒙養這個大家庭的
林彥成老師，任教中文、
數學以及常識科。

剛來到蒙養學校便覺得這裏「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因為蒙養雖小，
但擁有很多設施和配套，學校的老師
亦能在有限的空間內替學生製造了無
限的學習機會。

另外，林老師喜歡觀看不同種類
的電影，尤其動畫。歡迎各位同學前
來與我互相交流！

大家好 ! 我是徐詩琪老師，
本學年為二年級班主任，主要任
教中文科。我喜歡閱讀、遠足以
及烘焙甜品，對這幾方面有興趣的
同學可以跟我多多交流。

還記得第一次踏進蒙養校園，便被校園幽靜
的環境，以及那翠綠的小花園深深吸引着。另一
方面，同學不但活潑好動，而且尊敬師長，讓我
感受到我們校舍雖小，師生關係卻非常融洽。

古語有云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我希望能教授同學多些有效的學習方法，讓同學
能自我完善，

伍志偉老師

陳志雯老師
曾卓龍老師 鍾朝發老師

林彥成老師 徐詩琪老師

同 技上 旅及同 索歷根 探海 科心 之史
本校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舉辦「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
科技探索之旅」內地交流活動，63
名小四至小六學生由 7位老師帶領到
上海參觀。是次活動能讓學生了解
上海的科技發展、歷史、文化和古
今中外的建築，以及了解上海的教
育情況及學習模式，讓學生體驗兩地教育文化的差異。
學生們都很投入學習及非常守規，經歷了一個既有學習
意義，又難忘而愉快的旅程。

到訪上海市徐匯區上海小學，本校同學與上海小學師生一同交流，製作書簽、泡茶及玩集體遊戲。

小六林焯喜同學代表本校師生致謝。

參觀上海科技館，館內的展品吸引了許多同學駐足欣賞。

我們出發了 ! 部分同學第一次乘搭飛機，表現興奮 !

遊覽上海博物館及著名景點，除
了增廣見聞，亦親身感受當地的
文化氣息，學生們亦盡興而歸。

遊覽上海外灘，各人
都被美麗的景色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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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度
親子旅行

活教家 動會

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

本校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舉行全校旅行。當天
一眾師生與家長們浩浩蕩蕩到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玩
集體遊戲及燒烤。雖然當天下着雨，但亦無阻我們享
受愉快的一天。

日期 活動計劃

2018年9月 招收會員及招募家長義工

2018年10月16日 秋季旅行

2019年1月25日 親子遊戲日

2019年1月–2月 親子溫情顯愛心活動

2019年2月 寫揮春活動

2019年3月16日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2019年4月–5月 1.	 家教會會徽設計比賽
2.	親子賣旗

2019年5月 出版校訊暨家長教師會會訊

2019年7月 1.		環保回收課本和校服
2.		於畢業禮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

一年一度的親子遊戲日於 2019
年 1 月 25 日舉行，當天各項賽事得
以順利進行，實有賴各位家長的鼎
力協助和支持。當天，啦啦隊們熱
烈地為健兒打氣，同學們個個精神抖擻，全力以赴，
表現出色；老師們則各司其職，會場內氣氛熱鬧又緊
張刺激。

此外，當天更加插跆拳道組表演，讓組員與師生
及家長分享他們學習的成果，精彩的表演獲得不少的
掌聲。

秋季旅行 親子遊戲日

「扮野」大賽永不過時的跳大繩遊戲 美味的紙箱烤雞

野餐美食齊分享

師生、家長齊合照

恭喜親子比賽
中獲獎的家庭

跆拳道表演

恭喜啦啦隊獲獎

啦啦隊努力為隊員打氣 
同學們全情投入參與
原地拍球比賽

學
校
活
動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19 年 3 月 16 日 ( 星
期六 ) 舉行親子旅行，參加者除了於灣景國際
酒店享用豐富自助餐外，還遊覽了太平山頂、
懲教博物館及赤柱等香港島著名地標，行程豐
富。期望來年再與各位家長及學生探索香港 !

學生從山頂遠眺維港景色

學生們看到懲教博物館內
的展品均嘆為觀止   

劉校長與學生及家長於
山頂纜車站拍照留念

學生及家長於自助午餐後進行大抽獎

學生及家長於香港懲教博物館門外留影

雨中 BBQ 之互相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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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師》

我最喜愛的老師是羅老師，她不但是我

的中文科老師，更是我的班主任。

羅老師個子高高的，身形纖瘦。她的頭

髮是短短的，臉上還有一雙像寶石般的大眼

睛，樣子十分漂亮。

羅老師又温柔又有禮貌。她教導我們時

很有耐性和愛心，不容易生氣，還常常幫我

們解決問題。她真的是位好老師 !

有一次，她要我們做中文堂課，我不明

白，所以問羅老師怎樣做。她耐心地教我，

把我的疑問一一解開，所以我很喜歡她 ,。

羅老師是一位很有愛心的老師，所以我

很敬愛她，更會好好學習，報答她的教導 !

第二屆鹽光盃非華語作文比賽作品

春寫揮中文科 賀年活動

劉校長正在欣賞同學的作品

我們小一同學都寫得很漂亮啊 !

文中
三甲班莫艾莎	(Mohammad	Aiza	Ayub)	在

第二屆「鹽光盃」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邀請賽初
級組勇奪第一名，讓我們來欣賞她的作品吧 !

本校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邀請到覃天送校長到校教
授學生創意書法。當天小一至小六學生都揮筆書寫，以
創意結合中國傳統藝術，同學們都表現投入，樂在其中。

此外，四甲班艾易生	(Amien	Zain)	亦在是次邀請
賽高級組獲得第二名，齊來欣賞他的作品 !

《愉快的一節課》
在三年級的時候，我上了一節愉快的常識課——那天，我和同學跟着何老師到騎術學校參觀。

到達後，我和同學首先到小教室聽叔叔講解馬的生活習性。叔叔認真地說 :「同學們，不要大聲說話和叫，因為馬的耳朵很靈敏，而且膽子小。如果大聲說話，牠們就會害怕得東奔西跑，橫衝直撞，那時就會發生意外。」
聽過叔叔的講解後，我們便走到馬房看馬。有的馬是白色的，有的是棕色的。雖然牠們的體形龐大，但性情很温馴。
到了我們最期待的時間了——騎馬。有的同學很害怕，有的同學很興奮。我騎在最大匹的棕馬上，我覺得很威風，就像將軍一樣。我想 : 如果可以自己策騎，沒有人領着馬就更刺激了 !

    這一節課，我覺得既愉快又有趣，期望四年級再有這樣的常識課。

老師，我會按你的教導練習的！
我寫的，還可以吧！

劉校長與覃天送校長一家合照

看看我們的作品，不錯吧！

祝大家豬年如意！

專心致志齊學習

我要努力完成它！
我寫得真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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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Hearted                      By P5A Jamie Queenie Chan 

One day, my brother and I were bored at home so we asked our mom to go out to Fun Park and our 
mom said, ‘Yes, but only for two hours.’ We shouted excitedly, ‘Hurray!’ We ran downstairs and rushed to 
Fun Park. Just as we were about to cross the street, we saw an old lady’s bag of fruits fall onto the ground 
and the fruit went all over the place! So we helped her pick them up. After that, we went across the road. 
‘I can see the park!’ I shouted. We ran into the park and played on the swings. ‘Waaa ouch!’ screamed a 
kid. We went up to the kid and asked, ‘ Are you OK?’ The kid answered, ‘No! I got a boo boo!’ then we 
helped him, we asked him for his name and he said his name was Leo. My brother went to find Leo’s 
mom and a lady shouted suddenly, ‘Leo! Leo!’ My brother thought she was shouting for the little kid, Leo, 
but when my brother asked her, it turned out that she was shouting for her dog…well, she found her 
dog at the end. Therefore, my brother kept looking for Leo’s mum. 
Two minutes later, I finally calmed Leo down and my brother had finally found Leo’s mum. His mum said 
thank you and gave us some snacks because we took care of Leo for a while. After that, we checked our 
watch, we only had one more hour to play so we went back on the wings we were on. Thirty minutes 
later, we played on all the things in the park and we wanted to go home. We crossed the road and saw a 
little hamster beside the elevator. We asked the security if it was someone else’s. Then, he answered, ‘No, 
I just saw someone throwing it in its cage.’ We said, ‘Can we take it?’ He said, ‘Sure! But ask your mom 
first.’ I ran upstairs and told my brother that we could keep it so we walked back up to our house and 
put it on our floor. Then, we went to buy food and stuff like that for the hamster. Finally, we told our mum 
what happened during our play time and how many people we helped and of course, we showed her our 
yummy snacks too!

Here are some of ou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Sunshine By P4A Ramos Angela Serrato

Some people are greedy, mean and selfish, but some are 
the opposite. They help others and do lots of good deeds.
In a bus, some people give their seats to people in needs, 
like pregnant women, old people and people with babies. 
They also help homeless people. These people help 
orphans and give money to the poor. They never waste 
food, always recycle things, and make trash into useful or 
helpful things. They stay fit and healthy. They have so many 
friends just by doing good deeds, unlike people who are 
greedy and mean. They are brave, strong and kind. They 
are like heroes! They always help their loved ones and are 
never mean or hurt others. They help animals and save 
others from danger. They help injured people and cheer 
up sad or gloomy people.
Have you ever helped others? Please give your helping 
hands to the others and help to make our Hong Kong 
warm because YOU are the SUNSHINE!

P.1 PLP-RW   ‘Let’s make the chocolate cakes!’ 

P3 students made and wrote their 
own robots. They all enjoyed it!

HE I G N S L 

P.3
Making 
Robots

Writing

English
Fun Day

P.1 Making cakes

Our parents were so helpful! 
They helped a lot in the booth.

Christmas puzzles
were fun!

We are ready! 
Pour the mixture.

Put the flour 
into the bowl.

My cake is very 
yummy. I like it. 

Parents also helped 
manage the booth

It's also a Casual 
Wear Day!

Students ate 
and played in 
the party!

Students won the game 
and got the prize

We got a lot 
of gifts!! Everybody was happy!

A surprise! Santa Claus came to 
our classroom!

Oh! It is so delicious. YUM!

We all enjoy the cakes. Great! ☺

5



女

家長講座及家長活動

數學比賽

識常
參觀活動 學習並不止於校園。本校每年都會按各級

學習需要而安排不同的參觀活動，以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本年度數學科舉辦了不同的活動，包括數學比
賽、數學午操及出版數學報等，期望學生透過了解數
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思維活動及遊戲訓練學生思考
能力，讓學生認識數學的美及發揮創意。

參
觀

太陽館

參
觀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
參

觀

騎術學校

參
觀

立法會大樓

二月份數學午操活動，老師和同學們都全程投入。 
同學努力完成數學午操活動，獲取佳績。

數學
數學科午操活動

同學樂於使用電子工具
進行數學活動。

同學專注參與數學午操，
盡展所長。

六年級同學參加裘錦秋中學
( 屯門 ) 主辦的數學比賽

六年級林焯喜同學於
數學競技邀請賽中得奬

六年級同學參加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
兆棠中學主辦的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蒙養數學報

 第一期蒙養數學報挑戰題得奬同學合照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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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家長講座及家長活動
為了支援家長為子女締造更理想的成長環境，本校舉辦了一系列的家長講座及活

動，以支援家長管教子女及提供平台讓家長分享與子女相處的心得。

參
觀

立法會大樓

在科學探究週中，同學和老師都按設計項目提出不同的假設，透過實驗，
得出結論，活動提升了同學客觀的科探精神。科學探究週

水火箭飛射往遠方。

誰的彈弓射得遠？

水花四濺，水火箭發射了！ 吸塵機把紙碎都吸走了。

我們摺的紙蜻蜓。

吸塵機的原理是這樣的。

放飛的姿勢已拿滿分！

我們的氣動車走到終點了。

為氣動車吹氣，加氣。

我們的紙彈弓很棒！

紙飛機，
你飛了多遠？

紙蜻蜓，飛飛飛。

家 合校 作

20/10/2018「有效管教」家長講座 11/2018-1/2019「魔術腦朋友」家長魔術親職課程

講者透過小遊戲、影片及講解，教導家長
如何與孩子訂定規則及如何讚賞孩子

家長在魔術班一同交流教養子女的經驗
家長在魔術師的指導
下學習如何變魔術

親子活動   
1/12/2018「防止虐待兒童會」親子賣旗活動 30/1/2019 「一人一花」活動

學生在家長的鼓勵下努力賣旗 學生為賣旗付出的
努力而感到自豪

非華語學生亦努力
運用粵語賣旗

學生送上親手造的新年
裝飾為老友記表達心意

學生與老友記大合照 7



非華語學生也不甘後人，努力學習中文，
在校外舉辦的各類語文比賽中勇奪佳績。

四甲石美茵 (Saclolo M-Jean) 及艾易生
(Amien Zain) 在教育局舉辦之「18-19
年度學生才藝比賽」中獲得中級組冠軍。

四甲班艾易生 (Amien Zain)
在第二屆「鹽光盃」非華語
作文比賽高級組獲第二名

名校 獲比 單外 獎賽

三甲班莫艾莎 (Mohammad 
Aiza Ayub) 在第二屆「鹽
光盃」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
邀請賽初級組獲冠軍

P.5 Mohammad 
Samina Marcos was a 
champion in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018.

Our drama team also joined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Dramatic Scenes. 
They performed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before 
their competition.

一 . 下列同學參加「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得 
詩歌獨誦 ( 英文 )	 冠軍	 5A	馬加思	
	 亞軍	 5A	彭韋士	
	 季軍	 6A	陳泓毅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季軍	 3A	莫艾莎	
	 季軍	 6A	林焯喜

詩歌獨誦 ( 英文 )		 優良獎	 2A	鍾鎧名	 3A	彭茵珊	 3A	陳可懿	 4A	白家雯	 4A	譚文浩	 6A	陳偉珊

英語話劇		 優良獎	 4A	白家雯	 4A	馬莉莎	 4A	安祖思	 4A	譚文浩	 5A 張釜滏	 5A	馬加思	 5A	海芭	
	 	 5A	海廸	 6A	陳偉珊	 6A	吳茵慧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優良獎	 1A	覃夢兒	 3A	陳可懿	 3A	許東城	 4A	廖嘉儀	 4A	余馨	 4A	楊錦怡	 6A	李嘉文	 	
	 	 6A	楊麗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良好獎	 1A	劉佳玉	 2A	曾榮鑫	 3A	莫昊桐	 3A	陳浩倫	 4A	許捷	 6A	李丹	 6A	莫詩棋	 	
	 	 6A	蔡希雯

詩詞集誦 ( 粵語 )		 優良獎	 3A	陳可懿	 3A	張展僖	 3A	陳浩倫	 3A	張梓淇	 3A	許貝礄	 3A	金發	 3A	伊莉雅	 	
	 	 3A	彭茵珊	 3A	劉彩群	 3A	莫艾莎	 3A	莫昊桐	 3A	南權泰	 3A	湯鎧璘	 3A	謝若楠	 	
	 	 3A	黃優莉	 3A	吳姍珊	 3A	許東城	 3A	薛錦耀	 4A	艾易生	 4A	岑慧文	 4A	熊冠稀	 	
	 	 4A	梁高銳	 4A	廖嘉儀	 4A	潘芊羽	 4A	石美茵	 4A	白家雯	 4A	馬莉莎	 4A	施念恩	 	
	 	 4A	王嘉寶	 4A	楊錦怡	 4A	余馨	 4A	周琨達	 4A	歐陽旭成	4A	洛施	 4A	許捷	 	
	 	 4A	莫正南	 4A	鄧家偉

二 . 下列同學參加「2018 Hong Kong Children and Youth English Speech Contest」，獲得 
銀獎	 5A	彭韋士	 	 	 	 銅獎	 5A	 馬加思

三 . 下列同學參加「萬鈞教育機構、賽馬會毅智書院及元朗大會堂合辦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暨學校資訊日」，獲得
硬筆初級組嘉許狀	 1A	 伍嘉馨	 	 	 硬筆高級組嘉許狀	 6A	莫詩棋

四 . 下列同學參加「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獲得
優良獎	 4A	石美茵

五．下列同學參加「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友校小學數學學競技邀請賽』」，獲得
三等獎	 6A	林焯喜

六．本校小女童軍參加「香港女童軍元朗分會密碼追蹤遊戲比賽」，獲得
優異獎	 小女童軍

七 . 下列同學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得
跳遠第 7名	 4A	 梁高銳

八．下列同學參加「第五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暨學校資訊日 - 校慶填色比賽」，獲得 
優異獎	 5A	岑家莹

九．下列同學參加「中文現場作文比賽」，獲得	
優異獎	 6A	林焯喜			6A	 陳偉珊	 	 	 良好獎			6A	李丹

十 . 下列同學參加「第二屆『鹽光盃』非華語作文比賽」，獲得
初級組冠軍	 3A	莫艾莎	(Mohammad	Aiza	Ayub)	
高級組亞軍	 4A	艾易生 (Amien	Zain)

十一 . 下列同學參加「2018/19 學生 
         才藝比賽」小學組，獲得
中級組冠軍	 4A	艾易生	
	 	 4A	石美茵

努力解碼 ! 快快猜出
下一項任務的地點。

最開心的是我們在
比賽中獲得優異獎 !

顧問 :	鄧逸勤校監		劉強校長
統籌 :	楊菁雯老師		
編輯 :	李玉鳳主任		何詠深老師		陳志雯老師		曾卓龍老師		鄧鳳妙老師		黃霏嵐老師		伍志偉老師		徐詩琪老師		鍾朝發老師		安本偉老師			
	 林富添老師		羅葦菁老師		梁仲誠老師		羅泳莉老師		林彥成老師		黃惠卿老師		李慧儀老師		崔詠欣姑娘		林安琪女士

校訊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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