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午膳時間家長義工當值表(2019-2020) 開始時間：8/10/2019(星期二) 
負責 

班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1A 鍾婉晴   蘇子琪   廖善瑩   郭鎧欣   

何天宜   朱倩蕊   關柏翹   蘇子琪   

      蘇子琪      

1B 李文皓   蘇穎萱   黃心盈   劉孝仁   

李信熹   李暄銳   謝昕薇   彭言一   

陳爾津   陳爾津   李信熹   蘇梓晴   

1C 梁諾桐   陳柏朗   溫凱進   吳梓浚   

冼鍶溵   梁諾桐   區靖悠   廖康瑤   

   廖曉亭   廖康瑤      

1D 蘇梓超   鄭匡彤   劉輊樂   李樂賢   
郭珮琪   鄭景豪   王潁傑   卓爾迪   

俞諾曦   黃朗彥   李培韜   王潁傑   

1E 李朗睿   何天宜   林錫銘   郭淑媛   

黃芷瑩   曹芊澄   黃千祐   邱靖童   

簡言珈   黃千祐   李柏賢   曹芊澄   

1. 請家長於 12:20p.m.簽到並向書記或工友索取愛心家長背心,並即時穿上。 

2. 請家長於 12:35p.m.把飯盒送上各樓層。 

3. 請家長在各樓層洗手間外,協助維持秩序,防止學生奔跑。 

4. 家長當值後, 請於 1:20p.m.前把愛心家長背心交回校務處。謝謝幫忙! 

5. 敬請家長按上述當值安排到校協助有關工作。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午膳時間家長義工當值表(2019-2020) 開始時間：8/10/2019(星期二) 
負責 
班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2A 高朗瑜   胡誠澧   林朗棋   陳希翹   

李鎧澄   王俊森   曾泳翔   鄭善境   
陳德龍   管淳珏   呂穎妍   代承熙   

2B 李震軒   侯雅琳   關桭㵆   侯雅琳   
陽承錫   關桭㵆   劉昕諾   余浩然   
余浩然      黃凱逸      

2C 陳玥涵   陳以諾   何文修   梁雅云   
邱芷筠   李煦澄   李煦澄   周以芹   
蘇菱雅            

2D 羅卓琳   鍾依明   李晨希   羅卓琳   
梁喬博   姚善康   林子羽   朱霆睿   
譚梓瑩            

2E 蘇仲賢   馮子建   馮子建   施禮傑   
李樂琛   謝皚澄   雷以心   劉子晴   
巫裕揚   劉子晴   柯宇哲   羅若騫   

 

1. 請家長於 12:20p.m.簽到並向書記或工友索取愛心家長背心,並即時穿上。 

2. 請家長於 12:35p.m.把飯盒送上各樓層後。 

3. 請家長在各樓層洗手間外,協助維持秩序,防止學生奔跑。 

4. 家長當值後, 請於 1:20p.m.前把愛心家長背心交回校務處。謝謝幫忙! 

5. 敬請家長按上述當值安排到校協助有關工作。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午膳時間家長義工當值表(2019-2020) 開始時間：8/10/2019(二) 
負責 
班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3A 鄧焌豐   陳祉荍   趙佩瑩   劉鎮豪   

黃藍慧   李柏軒   周洝   梁榛庭   

林熙妍   朱泓睿      李昜霖   

3B 李栢軒   蘇芊彤   孫健友   陳書哲   

蘇芊彤         洪詠茵   

            

3C 梁海霖   劉睿燊   楊馨雅   譚凱聰   

蘇嘉峻   梁頌朗   蘇澤瑞   區展睿   

李瑞瑤            

3D 蔣亦軒   蘇梓鋒   侯佩咖   伍卓能   

黎文樂   蘇嘉誠   冼思睿      

李沚澄   楊浩   楊浩   楊浩   

3E 詹皓霖   黃熙純   李希童   黎耀之   

李希童   曾卓楠   廖善蕎   董敬諾   

黃蕊翹            

1. 請家長於 12:20p.m.簽到並向書記或工友索取愛心家長背心,並即時穿上。 

2. 請家長於 12:35p.m.把飯盒送上各樓層。 

3. 請家長在各樓層洗手間外,協助維持秩序,防止學生奔跑。 

4. 家長當值後, 請於 1:20p.m.前把愛心家長背心交回校務處。謝謝幫忙! 

5. 敬請家長按上述當值安排到校協助有關工作。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午膳時間家長義工當值表(2019-2020) 開始時間：8/10/2019(二) 
負責 
樓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學生姓名 時間 家長簽署 
四 陳漪橦   李奕朗   嚴日柔   黃瀞嬅   

周凱東   廖曉彤   謝頌懷   馮芷君   

鄭宥   何一心      袁安娜   

梁思齊         洪炘昇   

黃瀞嬅            

楊曦瑤            

朱俊熙            

五 袁安娜      廖卓楠   廖卓楠   

張樂瑤   鄭晰維   姚善妤   徐海諾   

鄒祈孜      黃凱迪      

鄧泳儀            

高震朗            

            

六 蘇漫程   張穎言   彭信銘   李奕朗   

黃樂婷   李奕朗   李奕朗      

徐海言            

李奕朗            

林頌羲            

            

1. 請家長於 12:20p.m.簽到並向書記或工友索取愛心家長背心,並即時穿上。 

2. 請家長於 12:35p.m.把飯盒送上四、五及六樓。 

3. 四至六年級家長無需進入課室協助開飯,請家長於 12:50p.m.前把愛心家長背心交回校務處。謝謝幫忙! 

4. 敬請家長按上述當值安排到校協助有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