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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加入燕京家長教師會這

個大家庭，不經不覺已踏

入第五個年頭了。當中透過家

教會所舉辦的活動，認識了不

同級別的家長和任教不同科目

的老師，大家建立了一份深厚

的感情。

      事實上，本人亦透過參加

家教會的小聚和義工服務，跟

家長們彼此分享與小朋友溝通

和管教的心得，真的獲益良多。

      回顧這五年的日子，關顧

學生成長方面，我深深感受到

老師對學生關懷備至，例如：學

校設有雙班主任制、午間聊天

室、燕京 Facebook 等，都能讓

學生透過不同渠道跟老師盡訴

心聲。至於家長方面，亦可透過

陽光電話與老師聯絡，使家長

了解同學們在學校的學習生活。

學校亦體諒到家長工作繁忙，特

設網上學習 ( 功課 ) 日誌，使家

長們透過學校網頁了解到學生

的學習進度。透過以上的支援，

家長便能清楚地明白子女在校

的學習情況，以便跟老師一起

幫助子女提升學習效能。

      同時，本人很支持和贊同學

校以提昇學生學業水平為目標，

努力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和建立

良好的學習能力。為配合學校，

家長可以用潛移默化的方法，讓

子女明白家長和學校都有一樣的

期望，使孩子將家校的期望內化

成為自己的目標，以達致家校合

作的最佳引導效果。

      本人想借此機會跟各位家長

有個小小的個人分享，現今社

會雖然節奏急促，生活緊張，但

我都會在放假期間，與三名子女

進行一系列親子活動，例如逛書

展、博物館、圖書館等。我覺得

透過與學習相關的活動，可以增

進親子的感情，除了令小朋友跟

自己建立良好的溝通，更可以寓

學習於娛樂，一舉兩得。

      最後，我建議各位家長在

家中應多了解子女的學習需要，

從而提供適切的提點，並在有

需要時向校方尋求協助，我相

信學校的大門會隨時隨地為各

位家長打開的。

家校攜手  共創明天

家長教師會主席

◎ 黃何雯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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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家長日，家長都會懷着緊張的心情與班主任面談，而大部份家長都會

向班主任發出一個問題：「如何提升子女成績？」同時作為班主任及家

長的我，希望能與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 郭方明老師

在日常生活中讓子女多思考
    學習分成多個階段，知識層面只是

其中一個，不過除了學習知識外，教育

還着重培養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思考

能力、批判能力等更深層的能力，所以

家長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種機

會，讓子女多思考、多運用知識，為學

習打好基礎。

  提升記憶力無可否認有助提升成

績，但家長無須急於讓子女參加記憶

班，因為記憶班所教的記憶方法，家長

及子女也可自行學習。例如，從前幼稚

園學習的「鉛筆一」、「鴨仔二」，這

套口訣其實已經是「圖像法」的一種，

利用具體的圖像協助記憶；而九因歌、

字母歌等則是「口訣法」，將學習內容

變成詩詞或歌曲，以方便記憶；另外「聯

想法」、「分類法」等，也是一些常用

的記憶方法，家長只要在日常溫習中，

在適當情況下，引導子女嘗試用各種方

法幫助記憶，讓他們按不同情況，靈活

運用各種記憶方法。 

鼓勵並讚美他 

    適度的讚美可以

發 揮 很 大 的 效 果，

由於他們平常就希望

能讓老師高興，所以

若無法受到老師肯定

時，他們馬上就會失

去動力。他們特別喜

歡自己努力的成果得

到具體的稱讚，最好

在他們成績進步時，

能給他們獎賞。如果

是口頭上的讚美，可

以說些像「成績有達

到水準」、「責任感

很強」、「很充實」、

「很勤勞」等正面的

評語。

設定目標
  先仔細分析，思考提高分數時應該

做些什麼？以及能夠做到的又是什麼？

例如，如果上次數學考試分數太低，就

要先了解考不好的原因在哪裡，時間有

沒有控制好？有沒有做好考試準備？筆

記做得好不好？有沒有預習和複習？考

試時是否太過緊張等等，分析每一項可

能失敗的原因。如果想要提升成績，可

以先評估自己分數有多少提升空間，然

後再訂出短期目標，有了合理的短期目

標，子女所期待的目標就容易達成了。

v

副
主
席
的
話

不
經不覺，本人參與家教會事務已經有四年時間了，子女亦已進入高中階段，時間過得

真快，我朋友的兒子今年也入讀中一，她遇到很多事情的困擾，對學校、老師總是有

一堆疑問，我便教她回校與老師溝通，很多事情便可以解決。

  回想起最初小兒入學時，我同樣地亦有一堆疑問。解決方法，便是與校溝通。我認為學校很重視與家長的溝通，

有些時候，我更會收到老師的來電，查詢他們的學習情況。而我亦很留意子女學習的情況，測驗考試當然反映了學

習成績，但如何改善，最快的方法，當然是和老師溝通。我會與老師傾談子女學習的問題，從而作出適當的配合，

令其學習更為順利。老師亦會指導他們，可以從那裡獲得更多的知識來源。

  另外我建議大家多參與家教會小聚，與一班家長們談天說地。遇到教導子女困難時，別人的經驗，更可幫到

自己，真是一舉兩得。

  在這，我希望日後能夠在每次的家長小聚中，見到各位家長的出席！

家校攜手  共創明天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 王淑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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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
歡樂跑贊助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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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 2012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學生名單

2011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女子高級組

季軍  張倩嵐（5A）  張燕雁（2B）  溫嘉盈（4C）

2011 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女子高級組

季軍  魏貝珊（4D）  張燕雁（2B）  許嘉怡（5D）

2011 國慶盃柔道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

亞軍  張燕雁（2B）  季軍  張倩嵐（5A）

2011 年會長杯香港柔道新星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魏貝珊（4D）
季軍  張倩嵐（5A）  曾麗燕（2E）

2011 年會長杯香港柔道新星錦標賽
女子少年組

冠軍  張燕雁（2B）  
季軍  王珈琳（3B）  陳鎧瑩（2D）

2012 中銀香港第五十五屆體育節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亞軍  曾佩如（2E）
季軍  許嘉怡（5D）  張燕雁（2B）  王珈琳（3B）

2011 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女子高級組

季軍  張倩嵐（5A）

2011 年度香港柔道冠軍賽 
女子組

亞軍  許嘉怡（5D）

柔道總會 41 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女子高級組

冠軍  許嘉怡（5D） 

2012 香港學界柔道邀請賽
女子公開組

冠軍  許嘉怡（5B）  亞軍  張燕雁（2B）
季軍  王珈琳（3B）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會
男子三人籃球賽小組

亞軍  蕭廸文（5B）  曹俊傑（5E）   黃永康（4B）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學校長會
校際女子三人籃球賽小組

冠軍  黃詠瑩（1D）  戴恩愛（2A）  鄧金姍（2B）
      林穎宝（3B）  湛靜雯（3E）  莫廣慧（4B） 
      張倩嵐（5A）

2011 香港遊樂場協會
青少年排球友誼賽 

冠軍  黎俊杰（4D）  吳詠珊（5C）  鄭小丹（5D）
      許嘉怡（5D）

2011 香港遊樂場協會
初中排球三角賽

亞軍  黃希朗（4C）  陳瀚庭（4D）  黎俊杰（4D） 
      黃均芳（4E）  李宛恩（5A）  陳麗娜（5C）
      吳詠珊（5C）

2011 青少年排球友誼賽 冠軍  葉家禧（4E）

南區少年盃小型足球比賽 

亞軍  趙家豪（3B）  林嘉俊（4D）  鄧景華（4D）
      林梓軒（4E）  林家豪（2A）  袁政鴻（2A）
      曾曉培（2B）  葉沛恒（2C）  何朗鋒（2E）
      梁子恒（2E）  黃頌軒（3B）  鄧家鴻（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1-2012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女子乙組 800 米
季軍  魏天恩（3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2011-2012 年度校際足球比賽

甲一組  

亞軍  陳嘉麟（4B）  賴文輝（4B）  林俊霆（4B）
      羅皓進（5C）  黃澤強（5C）  楊秉融（5C）
      陳浩天（5D）  張耀祺（5D）  梁卓傑（5D）
      李家潤（5E）

渣打青少年足球挑戰盃 碟賽 第三名 
14 歲以下組別

高明偉（1A）  王志豪（1A）  黃天海（1A） 
廖思朗（1B）  鄭達熙（1B）  李熙明（1B） 
譚兆熙（1C）  陳德煒（1D）  司徒駿曦（1D）
林家豪（2A）  岑梓誠（2B）  鄭卓南（2C） 
林冠杰（2C）  李極峰（2D）  梁子恒（2B）

2011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E 組）100 米

冠軍  李永謙（1B）

葵青區校際足球錦標賽 
男子乙一組 

優異  曾曉培（2B）  葉沛恒（2C）  巫沛龍（2C）
      何朗鋒（2E）  趙家豪（3B）  黃頌軒（4A）
      楊浩斌（4A）  何裕豐（4C）  李偉聰（4C）
      張璈軒（4D）  林嘉俊（4D）  鄧景華（4D）
      林梓軒（4E）

葵青區校際足球錦標賽 
男子丙一組 

殿軍  高明偉（1A）  王志豪（1A）  黃天海（1A）
      廖思朗（1B）  鄭達熙（1C）  李熙明（1C）
      譚兆熙（1C）  司徒駿曦（1D）　
      陳德煒（1D）  林家豪（2A）  岑梓誠（2B）
　    鄭卓南（2C）  林冠杰（2C）  李極峰（2D）
　    梁子恒（2E）

葵青區學界田徑錦標賽
女子乙組 1500 米

亞軍  魏天恩（3B）

葵青區學界田徑錦標賽
女子乙組 800 米

季軍   魏天恩（3B）

渣打青少年足球挑戰盃 
碟賽 

第三名 曾曉培（2B）  葉沛恒（2C） 
        何朗鋒（2E）  趙家豪（3B） 
16 歲以下組別
黃頌軒（3B）  湛靜雯（3E）  鄧家鴻（4C）　
林嘉俊（4D）  鄧景華（4D）  林梓軒（4D）

2011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冠軍  楊曉婷（4A）　
亞軍　石嘉琪（5D）
季軍  江咏姿（5D）

2011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優異　羅佩儀（5E）

2011 正字大行動 最佳表現獎 邱  健（1C）　劉少君（3A）

2012 全港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 李昭穎（3A）　黃雯儀（3A）　
        楊凱晴（3A）　朱映虹（5A）

201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銅獎 樓俊賢（5A）　李博汶（5A）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初級組

冠軍　黃雯儀（3A）　
亞軍　吳慧蓮（3B）
季軍　郭芯如（1D）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高級組

亞軍　吳佩 （5C）　
季軍  劉敏怡（5D）

2011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

優秀學員獎  郭俊彥（3A）　袁鴻鳴（3C）

香港小童群益會  

童年時西瓜波大賽中學組

季軍  林家豪（2A）  李極峰（2D） 何朗鋒（2E）
      梁子恒（2E）  黃頌軒（3B） 王志豪（1A）
      廖思朗（1B）  陳德煒（1D） 葉沛恒（2C）
    　林冠杰（2C）

香港交通安全隊（中，小學組）

2011-12 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附加笛繩）

魏天恩（3B）  方芷盈（3C）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優異獎 

陳子妮（1A）  伍心如（1A）  曾詠珊（1A）
杜立瑜（1A）  陳雅琳（1B）  林詠詩（1B）
李卓以（1B）  許慧敏（1C）  邱珮瑜（1C）
連嘉淇（1D）  王雯怡（1D）  陳依雯（1D）
何詩雅（1D）  李沙淇（1D）  郭恩桐（2A）
劉 滎（2A）  柳嘉茵（2A）  劉淑媛（2A）
李家瑩（2A）  李芷蔚（2A）  魏天恩（3B）
方芷盈（3C）  鄭紫璐（1A）

香港教育城中學生創作獎勵計劃 

第一期
優秀作品　陳安婷（5A）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女子獨唱

良好證書 

陳子妮（1A）  吳敏淇（1A）  蔡鎮禮（1B）
鄧煥樺（1B）  楊凱妍（1B）  邱珮瑜（1C）　
張泳詩（1D）  李琬思（2B）  林穎思（4A）　
劉殷茹（4A）  林嘉雯（5A）  周梓恩（5C）
李曉旻（5C）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 

優良證書 

林嘉雯（5A）  周梓恩（5C）  蔡鎮禮（1B）　
劉殷茹（4A）  李曉旻（5C）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宗教音樂 

14 歲以下中學組 

亞軍　

陳子妮（1A）  陳以倫（1A）  周富權（1A）　
張維恆（1A）  蔡靖嵐（1A）  何倩鏵（1A）　
林鈺瀅（1A）  李思敏（1A）  凌加恩（1A）　
吳敏淇（1A）  涂穎琳（1A）  曾詠珊（1A）
黃天海（1A）  陳欣怡（1B）  許俊希（1B）　
劉晴欣（1B）  李卓以（1B）  勞泳芳（1B）　
吳杏藍（1B）  吳樂希（1B）  鄧惠琳（1B）　
鄧煥樺（1B）  衛家儀（1B）  黃舒婷（1B）
楊凱妍（1B）  楊樂怡（1B）  楊婉儀（1B）　
楊鈺洋（1B）  陳彥君（1C）  鄭智輝（1C）　
張雪雯（1C）  羅穎妍（1C）  黃茜汶（1C）　
邱珮瑜（1C）  黃可樂（1D）  陳巧瑤（2A）
鄭靖桐（2A）  崔穎欣（2A）  簡智灝（2A）
柳嘉茵（2A）  李芷蔚（2A）  李淑敏（2A）　
雷曉彤（2A）  楊曉欣（2A）  葉芷澄（2A）　
鄭紫璐（1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組） 

優良證書

陳柳慈（1A）  鄧煥樺（1B）  楊雨涵（1B）
陳意文（3A）  何敏儀（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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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 2012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學生名單

2011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冠軍  楊曉婷（4A）　
亞軍　石嘉琪（5D）
季軍  江咏姿（5D）

2011 十大新聞評論比賽 優異　羅佩儀（5E）

2011 正字大行動 最佳表現獎 邱  健（1C）　劉少君（3A）

2012 全港中小學英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 李昭穎（3A）　黃雯儀（3A）　
        楊凱晴（3A）　朱映虹（5A）

201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銅獎 樓俊賢（5A）　李博汶（5A）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初級組

冠軍　黃雯儀（3A）　
亞軍　吳慧蓮（3B）
季軍　郭芯如（1D）

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高級組

亞軍　吳佩 （5C）　
季軍  劉敏怡（5D）

2011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

優秀學員獎  郭俊彥（3A）　袁鴻鳴（3C）

香港小童群益會  

童年時西瓜波大賽中學組

季軍  林家豪（2A）  李極峰（2D） 何朗鋒（2E）
      梁子恒（2E）  黃頌軒（3B） 王志豪（1A）
      廖思朗（1B）  陳德煒（1D） 葉沛恒（2C）
    　林冠杰（2C）

香港交通安全隊（中，小學組）

2011-12 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

（附加笛繩）

魏天恩（3B）  方芷盈（3C）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

周年檢閱禮步操比賽

優異獎 

陳子妮（1A）  伍心如（1A）  曾詠珊（1A）
杜立瑜（1A）  陳雅琳（1B）  林詠詩（1B）
李卓以（1B）  許慧敏（1C）  邱珮瑜（1C）
連嘉淇（1D）  王雯怡（1D）  陳依雯（1D）
何詩雅（1D）  李沙淇（1D）  郭恩桐（2A）
劉 滎（2A）  柳嘉茵（2A）  劉淑媛（2A）
李家瑩（2A）  李芷蔚（2A）  魏天恩（3B）
方芷盈（3C）  鄭紫璐（1A）

香港教育城中學生創作獎勵計劃 

第一期
優秀作品　陳安婷（5A）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女子獨唱

良好證書 

陳子妮（1A）  吳敏淇（1A）  蔡鎮禮（1B）
鄧煥樺（1B）  楊凱妍（1B）  邱珮瑜（1C）　
張泳詩（1D）  李琬思（2B）  林穎思（4A）　
劉殷茹（4A）  林嘉雯（5A）  周梓恩（5C）
李曉旻（5C）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 

優良證書 

林嘉雯（5A）  周梓恩（5C）  蔡鎮禮（1B）　
劉殷茹（4A）  李曉旻（5C）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宗教音樂 

14 歲以下中學組 

亞軍　

陳子妮（1A）  陳以倫（1A）  周富權（1A）　
張維恆（1A）  蔡靖嵐（1A）  何倩鏵（1A）　
林鈺瀅（1A）  李思敏（1A）  凌加恩（1A）　
吳敏淇（1A）  涂穎琳（1A）  曾詠珊（1A）
黃天海（1A）  陳欣怡（1B）  許俊希（1B）　
劉晴欣（1B）  李卓以（1B）  勞泳芳（1B）　
吳杏藍（1B）  吳樂希（1B）  鄧惠琳（1B）　
鄧煥樺（1B）  衛家儀（1B）  黃舒婷（1B）
楊凱妍（1B）  楊樂怡（1B）  楊婉儀（1B）　
楊鈺洋（1B）  陳彥君（1C）  鄭智輝（1C）　
張雪雯（1C）  羅穎妍（1C）  黃茜汶（1C）　
邱珮瑜（1C）  黃可樂（1D）  陳巧瑤（2A）
鄭靖桐（2A）  崔穎欣（2A）  簡智灝（2A）
柳嘉茵（2A）  李芷蔚（2A）  李淑敏（2A）　
雷曉彤（2A）  楊曉欣（2A）  葉芷澄（2A）　
鄭紫璐（1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組） 

優良證書

陳柳慈（1A）  鄧煥樺（1B）  楊雨涵（1B）
陳意文（3A）  何敏儀（4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集誦

葉嘉晴（5A）  郭健恒（5A）  林皓明（5A）　
林嘉雯（5A）　樓俊賢（5A）  劉啟賢（5A）　
劉淑芸（5A）　李家健（5A）  李博汶（5A）
李漪婷（5A）　梁寶儀（5A）  李梓軒（5A）　
李宛恩（5A）  寧新龍（5A）  盧家俊（5A）　
吳嘉雯（5A）　吳冥康（5A）  白晉熹（5A）　
彭韻樺（5A）　岑嘉明（5A）  謝鎮熙（5A）
宋宇玲（5A）　戴雨芹（5A）  司徒鳴珂（5A）
謝臻澄（5A）　楊彥峰（5A）  葉展揚（5A）　
袁  煒（5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獨誦 

良好證書

何星霆（5C）  陳子妮（1A）  李永謙（1B）　
蔡曉琳（1B）  黃舒婷（1B）  葉俊偉（1C）　
連嘉淇（1D）  林曉琪（1D）  林倩甄（1D）　
李芷蔚（2A）  戴恩愛（2A）  劉恩彤（2B）
李琬思（2B）  林樂堯（2C）  陳意文（3A）　
劉少君（3A）  陳嘉善（5A）  張寶兒（5A）　
梁寶儀（5A）　錢浩然（5B）  周梓恩（5C）　
李曉旻（5C）  黃靄寧（5C）  楊旺灝（5C）
徐炯彥（5D）  溫霆軒（5E）  葉詠欣（5E）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獨誦 

亞軍　　吳若慈（5D）
季軍　　鄭淑文（3A）  樊侃衡（3B）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獨誦 

優良證書

林鈺瀅（1A）  黃錦軒（1A）  蔡鎮禮（1B）　
許俊希（1B）  李卓以（1B）  勞泳芳（1B）　
吳杏藍（1B）  曾　正（1B）  衛家儀（1B）　
陳彥君（1C）  陳煜童（1C）  鄭靖桐（2A）
鄭儆朗（2A）  范美珊（2A）  簡智灝（2A）　
梁浩嘉（2A）  李蔚諭（2A）  曾德聰（2A）　
陳詩澔（2C）  馮景楠（2C）  吳俊和（3B）　
吳慧蓮（3B）  鄧詠之（3B）  袁鴻鳴（3C）
陳奕彤（3D）  周鈺燕（3D）  馮嘉怡（4A）　
何敏儀（4A）  林穎思（4A）  羅欣茵（4A）
黃潔迎（4A）  袁超鴻（4A）  陳樂賢（5A）　
張進彥（5A）  葉翠怡（5A）  林嘉雯（5A）
寧新龍（5A）  戴雨芹（5A）  王淑君（5B）　
葉展揚（5A）  岑嘉明（5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演講 

優良證書

陳子妮（1A）  周富權（1A）　張滌新（1A）　
林鈺瀅（1A）  朱映虹（5A）
良好證書

賴奕宏（1A）　李思敏（1A）　王淑君（5B）

第六屆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備稿演講
優異獎  陳安婷（5A）

敬師運動委員會 中文徵文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莫可瑩（1A）　歐陽江濤（1B）   陳雅琳（1B）

敬師運動委員會 中文徵文比賽 

高級組 
優異獎    陳安婷（5A）

閱讀嘉年華之「民歌歌唱比賽」

優異獎

黃梓楠（4C）　張倩嵐（5A）　朱映虹（5A）　
吳冥康（5A）  羅皓進（5C）

2011 歡樂感恩滿葵涌

真的感謝你 徵文比賽
優異獎　  曾慧欣（4C）

2011-2012年度傑出學生
環境保護大使

銅獎   

林焱聰（2B）
優異獎 

鄒俊希（2B）　何詠琪（2B）　藍昆詠（2C）
吳嘉威（2C）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組） 
優良證書    黃錦軒（1A）  鄭博文（3E）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組）

亞軍          翁曉君（5C）
良好證書

鄭紫璐（1A）  杜立瑜（1A）  黃舒婷（1B）　
陳彥君（1C）  林鈺瀅（1A）  李思敏（1A）　
李卓以（1B）  吳杏藍（1B）  衛家儀（1B）　
楊凱妍（1B）  楊樂怡（1B）  陳煜童（1C）
江詩詩（5C）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證書

周富權（1A）  叶志濱（1A）  楊彥峰（5A）　
葉展揚（5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歌詞朗誦（女子組） 
優良證書    林鈺瀅（1A）  李思敏（1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組）

季軍　         趙婉儀（4E）
優良證書

陳彥君（1C）  許慧敏（1C）  陳煜童（1C）　
王淑君（2B）  李芷蔚（2A）  劉恩彤（2B）　
吳慧蓮（3B）  魏天恩（3B）  鄧詠之（3B）　
戴倩盈（4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組）

優良證書

周富權（1A）  黃錦軒（1A）  許俊希（1B）
簡智灝（2A）  梁浩嘉（2A）  吳浩然（2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優良證書

陳欣怡（1B）  劉晴欣（1B）  李卓以（1B）
衛家儀（1B）  黃舒婷（1B）  劉穎翠（5A）
黃可晴（2C）  關淑芝（2E）  張寶兒（5A）　
林嘉雯（5A）  陳麗娜（5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證書

鄭儆朗（2A）  馮景楠（2C）  葉沛恒（2C）　
梁俊賢（2C）  尤晧銘（2D）  袁雋鴻（2E）
鄧健華（3C）  寧新龍（5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二人朗誦 
良好證書    袁玉君（4B）　劉穎翠（4B）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集誦  

良好證書

歐慧恩（4A）　周依霖（4A）　蔣若彤（4A）　
蔡惠嫻（4A）  徐瑋謙（4A）　霍劭雯（4A）　
馮嘉怡（4A）　何敏儀（4A）  高曉玲（4A）　
郭曉琳（4A）　黎  俊（4A）　林麗玲（4A）
林穎思（4A）　劉殷茹（4A）　羅欣茵（4A）　
李澤衡（4A）  李展博（4A）　梁景圖（4A）　
練雪應（4A）　林婉瑩（4A）  呂淑怡（4A）　
吳洛霆（4A）　吳梓軒（4A）　吳欣怡（4A）
吳銥莛（4A）　潘匡智（4A）　沈偉豪（4A）　
蕭雅文（4A）　戴倩盈（4A）　鄧善儀（4A）　
曾慶瑜（4A）　曾曉楓（4A）  蔡文傑（4A）　
黃靖霖（4A）　黃潔迎（4A）　王淑珍（4A）
黃鈺婷（4A）　吳柏倫（4A）　楊曉婷（4A）　
楊浩斌（4A）  袁超鴻（4A）　

第六十三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詩詞集誦  

優良證書

歐陽兆安（2A）　陳巧瑤（2A）　陳善衡（2A）
鄭靖桐（2A）　鄭儆朗（2A）　張珈瑋（2A）　
崔穎欣（2A）  鍾芷瑩（2A）　范美珊（2A）　
馮馨儀（2A）　李俊蔚（2A）  簡智灝（2A）　
郭恩桐（2A）　林家豪（2A）　劉 滎（2A） 
劉晉銘（2A）　柳嘉茵（2A）　劉禮嬋（2A）　
劉淑媛（2A）  李澤明（2A）　李家瑩（2A）　
李芷蔚（2A）　梁浩嘉（2A）  梁子誠（2A）　
梁佑華（2A）　李淑敏（2A）　李蔚諭（2A）
林進培（2A）　凌兆正（2A）　雷曉彤（2A）　
呂彥沂（2A）  吳浩然（2A）　戴恩愛（2A）　
鄧晟鈞（2A）　曾德聰（2A）  王華鑫（2A）　
楊澤銘（2A）　楊曉欣（2A）　葉展霖（2A）
葉芷澄（2A）　袁政鴻（2A）　翟浩晉（5A）　
陳嘉善（5A）  陳樂賢（5A）　陳安婷（5A）　
陳以諾（5A）　鄭嘉寶（5A）  張進彥（5A）　
張寶兒（5A）　張倩嵐（5A）　張鈺余（5A）
曹樂華（5A）　朱映虹（5A）　葉翠怡（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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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問：李錦昌校監　

主    席：何雯麗女士

副 主 席：王淑貞女士　郭方明老師

秘    書：張穎華女士　高晴暖老師

司    庫：陳小玲老師

稽    核：黃綺雲女士　

活    動：林瑞良女士　郭麗兒女士　陳婉玲女士　鍾可欣老師

出    版：陳偉忠先生　周苑雯老師

常務委員：楊詠璇女士　莫安琪老師  黃志毅先生

◎ 張小君  ◎ 張鳳琪

◎ 何家燕  ◎ 韋  莉

◎ 陳婉玲  ◎ 黃蕙蓮

◎ 黃綺雲  ◎ 郭麗兒

◎ 陳偉忠  ◎ 張穎華

◎ 何雯麗  ◎ 劉學澄

◎ 王淑貞  ◎ 楊詠璇

◎ 黃志毅  ◎ 吳麗芳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燕 京 書 院 家 長 教 師 會

第七屆 (2011-2013) 常務委員會

家教會會訊編輯委員會名單

顧問：梁大輝署理校長、梁佩英老師

編委：陳偉忠先生、周苑雯老師、郭方明老師

校對：高晴暖老師、蕭巧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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