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在短短的日子中，能夠與家長們接觸，彼此認識而成為同路人，為孩子們的將來共同努力，我要感

謝你們。期望在天主的帶領下，家長的支持下，師生們的努力下，我們的孩子能夠成為「立己愛人」的東天人。

　　親愛的家長、同學，大家好！

　　我是陳珮珊校長，有幸今年度加入東涌天主教學校這個大家庭，真是非常高

興！小時候讀書經常讀到︰「學校是個大家庭，老師是我們的家長，同學是我們

的兄弟姐妹。」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呢！因為在東涌天主教學校學生真多，不單有

小學生，也有中學生，當中真的有許多是兄弟姐妹的關係。再者，部分老師更是

這裏的畢業生，在師長們的照顧下成長，現在回饋母校。親切的情感和親密的關

係，循環不息，讓我感到非常溫暖。

　　每天早上踏進校園，師長和同學們在門前親切的問候，還有聖母媽媽張開雙

手，熱切的迎接，讓校園充滿溫馨，亦讓大家能帶着輕鬆的心情上課。小息及午

膳的時候，看見同學一張張愉快的笑臉，讓校園充滿朝氣和活力。我相信同學們

一定喜愛校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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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你們作子女的，要在主內聽從你們的父母，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弗 6:1)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巫家傑主任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新界西南鐸區傳教節活動

學生於教育日接受神父的祝福 校長於教育日讀經 教育日大合照

基督普世君王節聖體巡遊 學生於教育日誦讀信友禱文

全校靜默祈禱

家長日親子小手作及公益少年團賣花活動 聖誕咭送暖活動 聖詠團詠唱短誦

陳鴻基神父為開學祈禱會擔任主禮嘉賓 學生於開學祈禱會透過 action song 祈禱

金句：「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曉。」(詠 139:14)

　　緊密而融和的家庭是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優質土壤。學生藉着不同的活動如教育日、鐸區傳教節、

基督普世君王節聖體出遊等活動中，感受天主的愛，在主內共建東天大家庭。

　　學生藉着開學祈禱會、全校靜默祈禱、聖誕咭送暖、家長日小手作等愛德活動，體驗生命是神聖的，

明白我們都是按天主的肖像造成，所以生命必須受到無條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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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農曆新年及推動中華文化，本校的中

小學部及東涌天主教幼稚園舉辦了「家肥屋潤喜迎

春」新春活動。當天的活動十分豐富，內容分為三

個部分 : 第一部份是醒獅表演，為「家肥屋潤喜迎

春」揭開序幕；第二部分是中國雜耍表演，讓學生

認識傳統的民間活動；第三部分是攤位活動，例如：

中國結、彩虹書法、糖畫、許願樹、寫揮春、織草

蜢、麵粉公仔及少數民族角色扮演等攤位，讓學生

認識民間的傳統工藝，節目十分豐富，學生都能滿

載而歸，度過歡樂的一天。

新春嘉年華2019新春嘉年華2019新春嘉年華2019新春嘉年華2019

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
陳少燕主任

校長、副校長進行剪綵儀式

點精儀式，獅子生龍活虎 學生穿上少數民族服裝，多可愛！

鄧老師穿上華服多漂亮 學生揮筆寫心願

師生一起玩雜耍 大家齊分享懷舊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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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幼小銜接幼小銜接幼小銜接
周巧茵副校長

　　為了透過親子攝影比賽宣揚「和諧家庭」的訊

息，我們邀請了區內幼稚園的家長與子女一起拍下

一家人歡聚的時刻，記錄幸福的家庭生活，區內幼

稚園反應積極，參賽作品眾多。於「樂滿家—親子

攝影比賽」頒獎禮上，我們感恩看見得獎者滿心歡

喜地捧著屬於他們的獎牌及獎狀，頒獎禮在一片歡

笑聲中結束。

幼稚園學生齊唱英文歌 學生專心地上課

東天巡禮東天巡禮東天巡禮東天巡禮

親子攝影比賽頒獎禮親子攝影比賽頒獎禮親子攝影比賽頒獎禮親子攝影比賽頒獎禮

　　為了讓區內幼稚園家長了解本校的天主教辦學理念和課程特色，本校於九月舉行

幼稚園家長觀課日及東天巡禮。當天幼稚園生能參加不同的課程體驗，如英文唱遊、

說說故事、開開心心學唱歌等，小朋友們非常投入，家長也從觀課中了解本校上課的

模式，活動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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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猜燈謎活動中秋猜燈謎活動中秋猜燈謎活動中秋猜燈謎活動

校長和同學們一起猜燈謎 小朋友，猜對了！你真棒！

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校園活動校園活動校園活動校園活動

聖誕派對至多fun 小小聖誕老人來抽獎

呼拉圈大比拼 各級呼拉圈王者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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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畢業營小六畢業營小六畢業營小六畢業營

全體小六學生合照 激烈的水戰活動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師生樂也融融  學生學習收拾床鋪 飛碟遊戲，大家樂在其中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學生了解長者居住劏房的情況 學生模擬長者視力退化的情況 學生學習穿上高齡體驗裝備

便服日便服日便服日便服日

穿便服上課，學習更輕鬆！ 三「兄弟」齊齊穿便服 六年級男子組臨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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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天爸媽加油站東天爸媽加油站東天爸媽加油站東天爸媽加油站

「東天爸媽加油站」家長教育「東天爸媽加油站」家長教育「東天爸媽加油站」家長教育「東天爸媽加油站」家長教育

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

　　自上學年開始，學校定期於每月的第二個星期五舉辦「東天爸媽加油站」家長活動，目的是配合社會的

發展趨勢，邀請家長伙伴同行，讓孩子健康地成長。每次聚會的主題都是由老師自行設計，內容十分豐富。

這次聚會的講題是「親子閱讀樂趣多」，中
文科科主任曾勵賢老師分享。看！在場的家
長聽得多麼入神啊！

陳珮珊校長分享「讓孩子在愛中成長」 英文科科主任陳菁菁老師與家長分享「善用
資源學好英文」，家長正向她請教有關網上
資源

老師和家長很滿意自己在「元宵花燈」活動
中的收穫 

我們很高興可以聚首一堂，製作元宵花燈 丘彩雁主任指導家長製作花燈

　　本學年我們在家長義工服務上有三項值得高興的事情，第一項是家長義工人數比上學

年多，共有 38 位；第二項是有些義工是來自境外的，儘管路途遙遠，他們也願意抽空出席

學校舉辦的活動；第三項是於本學年新加入的義工能迅速地融入我們這個大家庭，而且合

作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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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月桂姑娘

2018年11月1日家長義工們接受學校委任，
正式成為我們的服務團隊

義工姨姨陪伴小二的學生往迪欣湖寫生，
是一件多開心的事啊！

義工於午膳期間在飯堂協助



義工於午膳期間在小一課室與班主任一起照
顧學生

義工同心協力地為學校佈置聖誕節裝飾 陳珮珊校長與家長義工聚會，藉此互相認識和
交流，及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校的方展方向

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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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everyone! I am Miss 
Cheung. This is the first year I 

work in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I teach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this year. I am also 
the class teacher of class 2B. I like 

playing badminton, hiking and watching TV. If you see me 
around at school, feel free to come and tell me your 
interests. I enjoy talking to the students in TCCS as every 
one of you is different. I hope that we will have a fruitful 
year ahead.

Miss Cheung Man

大家好！我是小一望班的班主任

陳嘉敏老師。本年度，我教授的

科目包括中文、常識和視藝。我

很高興能加入東天這個充滿關愛的

大家庭。在這裏，我認識了一群樸實、

天真、活潑，又帶點淘氣的學生。他們樂意幫

助別人，做事主動積極，令我很快便融入這充滿歡樂的

校園生活。我希望日後能與大家一起切磋學問，一起分

享樂與憂，一起共同成長！

陳嘉敏老師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Lau. 
This is my first year at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I am one 
of the class teachers of 1D. I am 
teaching English and General 
Studies.  I like running and playing the 
piano in my spare time. Please feel free to come and 
chat with me during recess.  I like to listen to your 
stories. Enjoy and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this 
academic year.  Remember you are always special and 
talented! 

Miss Lau Yee Kwan

林蘭智老師

大家好！我是林蘭智老師，亦是

東天中小學部的畢業生。我十分

高興能夠重回東天這個大家庭，

很懷念這裏的人、事、物，感覺十

分親切和熟悉。本年度，我是小一信班

的班主任，主要任教體育及數學科。我盼望能

透過教育，讓小朋友發揮潛能，並培養良好的品格。

新教師新教師新教師新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