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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水，也給它充足的陽光，在網上看到其他家長紛紛分享他們的花苗開出燦爛的花朵，我的

心裡不是味兒，難道我這個「植物殺手」真的不能除去污名嗎？正當我悶納著的時候，突然

發現另一盆牽牛花的種子已悄悄地發芽，還長出兩片葉子，這情景實在令我雀躍萬分。

      接下來的數個月，我這個急性子的人，學會了慢慢觀察兩盆植物的生長過程，牽牛花的生

長速度很快，三個月時間已由一顆種子栽種至開花結果，而石竹的生長則非常緩慢，三個月

過去，只長出一堆綠葉，連花蕾也看不到一個。終於在第四個月，石竹開花了，和牽牛花相比，

石竹的生長雖然緩慢，但花期較長，而牽牛花的生長速度迅速，可是花期卻只有一天。

      其實種植跟教養孩子很相像，因為花了時間、心思，我們會有期望有比較，有時候我們羨

慕別人的玫瑰開得多好多美，忘記了我們手上的是向日葵種子，它們的生長需要及成長速度

完全不同，又怎能作比較呢？希望各位家長都能夠欣賞自己手上那顆神秘的種子，我們不知

道這顆種子會長成美麗的小花，還是參天巨樹。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多發掘這顆種

子的優點，享受栽種的過程，可能他們成長後的模樣未必如你理想的一樣，作為父母，你付

出了時間和心思去栽培他們，已經問心無愧了，共勉之。

家長教師會主席

鄧凱珊

      不知各位家長有否種植的經驗呢？我是一名「植物殺手」，經我

栽種的植物，往往都沒有什麼好下場。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外出機

會少了，留家時間多了，碰巧兒子從學校拿了一棵小小的石竹花苗

回家，於是我決定挑戰自己一下，看看能否除去「植物殺手」這個

污名，讓這小小的花苗茁莊成長。在這幾個月的栽種過程中，令我

對教養孩子有很大的啟發，希望可以和家長們分享一下。

      為了這棵小小的花苗，我特地挑選了精緻的花盆，還有泥土和肥

料，另外也購買了其他植物的種子，希望增加成功種植的機會率。

剛開始種植的一星期，我為這小小花苗移植到新的花盆，每天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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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教心」的道理，「心之教育」不就正是「品德教育」嗎？於是我帶着這個育人心願入

職香港青少年德育勵進會屬下的兩所學校，分別擔任校長一職，從校本德育課程、棋品教育、

運動養德、正向教育等課程設計入手，實踐「五育並重、德育為先」的辦學使命，感謝各持

分者都一同具備以德育人的火苗，傳承德育的理念。作為教師，我們從不期望以成就「十優

學生」為個人教育事業的驕傲，但我們就只想默默耕耘，為社會、為國家培育出 一代又一

代的「仁者」、「真君子」、「有品德的人」。其實天下父母的育兒期盼都是一樣，孩子只

要能有良好品德、健康和快樂，不正是已足夠了嗎？

      去年，我校申請參選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由於疫情關係，經

過差不多兩年的評審過程，終於我校能在全體持分者的努力下，獲得卓越教學獎，無論在課

程設計、教學策略、全方位學習活動等方面都受到高度讚賞。適逢校慶三十五週年，這是個

很好的校慶禮物，我們懷着喜悅與感恩，期望能薪火相傳，為香港培養具有美好品德的新生

代。而我亦會在教育路上繼續努力，與大家攜手為兩胡的辦學使命再盡綿力，共勉之。

李美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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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別了，懷着感恩的心向我在校園裏的教育同行者道謝，感激同

路人對我的包容及指導，感恩能見證一群又一群的熱心家長，為學

校無私付出。作為多年家長教師會的顧問，擔子是輕省的，因為家

長們的坦誠與慷慨付出都讓家校合作事半功倍，再次感謝大家的衷

誠協作，為推動本校成為優質學校各盡所能。

      匆匆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每天都見證「教學相長」，所遇到的

人和事，都有值得我學習和反思的地方。人就是要終生學習呢！猶

記得多年前作為年輕老師的我，便經常思考「教育是什麼？」、「教

育的真義又是什麼？」其後，在不斷積累的育人經驗中，我領悟到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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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教師會是一個有系統的義工組織，能夠秉承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辦學宗旨，促

進學校與家長之間的緊密聯繫，從而提昇教學質素。加強家長與教師、家長與家長之間的合

作，以協助學生積極愉快地在關愛中學習和成長。透過學校與家庭合作，合力改善學校環境，

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支援學校活動。本年度各家長義工均對學校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防疫

期間，義工家長義工協助實行防疫措施。除此以外，家長義工亦協助圖書館的運作、處理六

年級畢業袍事宜、舉辦敬師日及捐血日活動，由於得到家長義工盡力的協助及支援，令活動

順利進行，讓學生有所增益，提供愉快學習環境。

義工服務

放學防疫工作
2B 林靖峯媽媽

      首先很高興能夠參與放學義工服
務，在這服務我能體會到防疫的重要
性。全靠學校和家長們一同合作，在
疫境中每一天上學和放學才能順利進
行。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家長義工服
務！

2C 鄧希晴媽媽

      首先，我感激學校給予機會參與義工服
務，一個好的學校環境是需要學校和家長
們一同維繫！雖然每次當值可能只是一點
微力，但能見到學校會為每次的突發事件
發生後，即時作出應變，十分欣賞。最後
都希望各家長們明白因疫情下，接放學過
程可能有點程序會有所耽誤放學時間，但
希望大家體諒，學校的安排都是為每一位
學生著想！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小朋友能
在一個安全、健康的環境中學習！

1A 凌曉傑媽媽

      大家共同分擔，感到十分榮幸和有
意義。

2B 羅樂澄媽媽

      參與義工工作不但是舉手之勞，
而且是一件開心的事，能加入義工小
家庭，義工間為對方著想，大家相處
得好開心。

2B 吳梓謙祖母

      本人好開心能夠有機會參與貴校
義工服務，體會到家長們團結及合作
的精神，共同完成任務，有你們的帶
領，我覺得很安心。

3D 袁凱楠舅婆

      老師在學校都很辛苦，我只是付
出小小的幫忙，我會繼續參與，直到
小朋友小學畢業。

2B 楊康翹媽媽

      我的小朋友十分喜歡我到校參與
義工服務，所以即使在中午放學時段
天氣炎熱，但我仍是感覺享受的。希
望日後能繼續參與不同的義工服務。

4A 林峻宇媽媽

      感謝能讓我有機會體驗義工服務，
在義工服務當值時，亦能讓我有機會
了解學生日常在校的生活。

2B 葉劻瑞媽媽

      希望藉參與放學義工服務可
以令孩子知道上學並不孤單，
使 他 對 學 校 更 有 歸 屬 感。 而
我就可以了解多些校園生活情
況，又可以與其它義工家長分
享心得，感覺獲益良多。

2B 方從心媽媽

      在疫情之下，學校的活動減
少，但能夠參與放學義工都很
開心。雖然有時在悶熱的天氣
下工作，但可以幫助學校，真
是值得！希望疫情過後學校會
回復正常，學生、家長可以參
與更多活動。

1B 鄒芷茵媽媽

      在過去一年 , 我和每位家長都希望疫情
快些過去 , 讓我們的孩子都可以回到學校授
課堂 , 與同學們一起過著正常學習生活。我
很感激本校校長及全體教職員的努力和付
出 , 達成各家長們的願望。在疫情緩和時 ,
使我們能爭取到最快全校各級同學一起回校
上面授課堂 , 亦同時兼顧防控疫情。我很榮
幸當上家長義工 , 有機會協助安排放學等工
作 , 為守護學校及同學們而出一分力。籍此
我感謝學校的支持 , 家長們的合作與包容。

4B 張卓薏媽媽

      在這學年的上課日，我都非
常樂意地在放學時段做義工，
協助大家探熱和維持秩序。感
謝各位家長的配合 , 令我們可以
順利地完成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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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張卓言 4B 張卓薏媽媽

      我的兒子是今屆的畢業生，我很

榮幸可以幫手整理今屆的畢業袍，為

他和他的同學服務， 見証他們小學的

尾聲和成長的開始，衷心希望各位畢

業生有一個難忘的畢業禮。我和其他

義工非常樂意為學校和學生服務。

6A 阮子柔 2A 阮子芊媽媽

      時光飛逝，小女兒已是應屆畢業

生。我手執熨斗，拿着烏黑色的畢業

袍，我小心翼翼地將他們熨好，整理

着，心中不禁有點感觸：由憧景長大

的一年級、迷惘的二年級、懵懂的三

年級、混混沌沌的四年級、充滿朝氣

的五年級、為將來奮鬥的六年級 ...... 

驀然回首，孩子都已經長大了，不再

是父母中的「鼻涕蟲」。當他們被着

畢業袍，踏上畢業台階，又要奔向人

生的另一階段。

6A 陳詩晴媽媽

      藉著幫手整理六年級畢業袍的機會，可

以提前一睹畢業袍的款式。隨著一件件畢業

袍在手下變得平整，不禁會回憶起詩晴由一

年班小豆丁到六年班畢業生的點點滴滴。六

年一晃而過，好多欣慰，更多不捨。好榮幸

可以為同學們的畢業禮增添光彩出點力。

4B 向悅菲媽媽

      很感恩這次義工家長經歷中，可以為六年

級的學生整理畢業袍，又可加深了對學校的

了解。看著老師、校工、家長義工們無私的

奉獻，心中十分感動。

6D 譚靖璇 4C 譚靖潼媽媽

      因為學校預備了畢業袍給應屆畢業生，

家教會邀請家長義工們幫忙熨畢業袍，我想

了想，和大女兒在這裏已經渡過六個年頭，

很感恩我的孩子能在這裏上學，我也很感恩

能出現在他們的學校生活上。

6A 周語露媽媽

      我是 6A 班周語露的媽

咪，很高興在女兒畢業之際

加入整理一胡這一屆六年級

畢業袍的義工服務工作，非

常榮幸率先目睹了一胡首屆

畢業生畢業袍的風釆，非常

感謝學校為這一屆畢業生準

備 了 畢 業 袍 這 麼 一 份 大 禮

物。在女兒畢業之際，我會

盡自己綿薄之力更積極的加

入到學校義工服務的行列之

中，以感謝一胡全體師長對

女兒長達六年的悉心教導，

讓她在六年的小學生活中增

添了不少色彩。

整理六年級畢業袍

1A 陳嘉棟家長

1A 楊栢翹家長

1B 林樂瑤家長

1C 周逸朗家長

1C 邱浚誠家長

1D 鄺永成家長

1D 楊恩樂家長

2B 陳芍彤家長

2B 黃思篔家長

2C 李雅媛家長

2D 胡梓瑩家長

3B 張沛妍家長

3C 程顯雅家長

3D 葉曉君家長

4A 黎曉晴家長

4B 吳宇曈家長

4C 葉塱軒家長

5A 葉皓悅家長

5C 楊    浚家長

6A 黃健贊家長

6C 伍澤樂家長

1A 雷穎怡家長

1B 陳凱琳家長

1B 尹希琳家長

1C 蔡梓謙家長

1D 朱日妤家長

1D 梁凱晴家長

2A 劉建廷家長

2B 許汶洛家長

2C 何    蓞家長

2D 程小丹家長

3A 倪新悅家長

3B 何曉昕家長

3C 黃柏謙家長

3D 杜柏熙家長

4A 易朗曦家長

4C 陳家茵家長

4D 王美晴家長

5B 潘啟邦家長

5D 畢愷嵐家長

6B 林珊珊家長

6D 李梓朗家長

1A 林俊樂家長

1B 陳縉賢家長

1B 鮑奕熹家長

1C 張主晞家長

1D 陳旖鋾家長

1D 李珈萓家長

2A 陳逸朗家長

2B 曹曉彤家長

2B 楊康翹家長

2C 楊鎧僑家長

3A 鍾嵐謙家長

3B 鐘凱因家長

3C 劉子樂家長

3D 吳卓蕎家長

4A 藍梓豪家長

4B 黃曉晞家長

4D 張至臻家長

5B 劉承祖家長

5D 林靖朗家長

6A 周語露家長

6D 周倬霆家長

1A 吳卓庭家長

1B 莊浩榆家長

1C 陳鍩謙家長

1C 賴信晞家長

1D 許振謙家長

1D 吳沛蕎家長

2A 黃迦蕎家長

2B 林靖峯家長

2C 高梓晴家長

2D 劉懿樂家長

3A 阮智謙家長

3B 關皓天家長

3D 鄒子妤家長

3D 張銘源家長

4B 張卓薏家長

4C 黎祉寧家長

5A 許心怡家長

5C 梁郁唯家長

5D 黃姵菁家長

6C 林君桐家長

1A 林靄彤家長

1B 蔡汶軒家長

1B 李可澄家長

1C 張靖霖家長

1C 余穎琦家長

1D 林祺雅家長

1D 楊文洛家長

2B 錢玟嬛家長

2B 邱栩堯家長

2C 黃靖喬家長

3A 鄭童恩家長

3B 朱芊溢家長

3C 林顥諺家長

3D 梁洛霖家長

4A 林晞桐家長

4B 史穎欣家長

4D 青木嵐家長

5A 翁昊晴家長

5D 葉曉楊家長

6A 葉天樂家長

6C 曾熹兒家長

1A 凌曉傑家長

1B 張善盈家長

1B 黃俊霖家長

1C 鄺澤琛家長

1D 何晴善家長

1D 吳焯堯家長

2A 王芊悅家長

2B 郭嘉莉家長

2C 許善淇家長

2D 馮逸晴家長

3A 楊霈晴家長

3B 何昊銘家長

3C 楊日晞家長

3D 袁凱楠家長

4B 陳志睿家長

4C 胡雅淇家長

4D 黃嗣航家長

5B 黃曉悠家長

5D 謝梓尹家長

6B 黃澤喬家長

6D 王暐鈞家長

1A 劉心晴家長

1B 陳逸游家長

1B 衛婥嵐家長

1C 曹本立家長

1D 詹君柔家長

1D 李俊諾家長

2A 黎芷橦家長

2B 方從心家長

2B 葉劻瑞家長

2D 周洛芙家長

3A 簡蔚喬家長

3B 房泳林家長

3C 呂喬伊家長

3D 吳鍵鋒家長

4A 梁睎琳家長

4C 區棋華家長

4D 林悅晴家長

5B 吳佳駿家長

5D 呂善瑩家長

6B 蔡劻致家長

6D 莊梓唯家長

1A 曾明慧家長

1B 鄒芷茵家長

1C 陳允迪家長

1C 黎睿嘉家長

1D 葉瑋程家長

1D 石竣丞家長

2A 吳承熙家長

2B 羅樂澄家長

2C 關樁林家長

2D 劉芷童家長

3A 張杰瑋家長

3 C 陳紀攸家長

3D 馮晞韻家長

4A 陳子柔家長

4B 方晞彤家長

4C 譚靖潼家長

5A 黃璟颺家長

5C 馬壬桂家長

6A 陳頌樺家長

6C 林煜祺家長

1A 邢渃希家長

1B 何晉廷家長

1C 周沛妍家長

1C 劉洛林家長

1D 金小倩家長

1D 史詠如家長

2A 阮子芊家長

2B 吳梓謙家長

2C 林柏維家長

2D 王霆健家長

3A 支睿麒家長

3C 陳穎琳家長

3D 許樂晴家長

4A 莊浩縉家長

4B 黃冠霖家長

4C 胡子楊家長

5A 任天樂家長

5C 楊顯宇家長

6A 陳詩晴家長

6C 李曉晴家長

家長義工名單

* 由於義工人數眾多，如有缺漏，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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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9 月 10 日是「敬師日」，憑藉慶祝這個節日，讓師生建立彼此互信互愛的關係，發

揚「敬師愛生」的精神。本年度家長義工精心地為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預備了精緻的禮物，

讓同學們代表送上，對於家長及同學們真誠的心意，老師們均感到溫馨無限！

敬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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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馮晞韻 6A 馮晞璇爸爸

      感謝學校和家教會安

排這個活動，令小朋友能

夠了解社會對於輸血的需

求。禮堂的環境舒適，工

作人員友善及有效率，整

個捐血流程都很愉快。

6B 蔡劻致媽媽

      今日，我在學校參與捐血活動。本身亦是因朋友有

定期捐血的習慣，而受感染開始捐血的，其實我也很

害怕見血同「拮針」，但如果個個人因怕而不做 , 那

麼血從何來 ? 希望有健康身體的人都去幫助其他人。

1C 蔡梓謙媽媽

      感覺很開心，可

以幫到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真是一件

非常有意義的事！

3A 麥雅然爸爸

      很多年沒有去捐血，今

日有幸重拾那份感覺，而

且今次是經學校參與，感

觸良多，非筆墨能形容。

黎嘉欣老師
      其實我當天因授課和會議而感很疲憊，但因被大
家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感染，也暫時放下繁重工作，
一起捐血助人。看到家長、教師們在疫情下能發揮
助望相助的精神，我真的非常感動。

4A 梁睎琳 4D 梁睎嵐
      非常感謝學校和家教會

組織這次活動，讓我可以

在更方便的情況下捐血，

讓小朋友感受到能夠在自

己能力範圍幫助別人，是

很有意義的事情。

2B 高靖喬媽媽

      非常高興能參與是次的家長教師捐血日， 人流管制

得非常妥善， 對於原本擔心疫情的我， 看到禮堂環境

相當衛生以及放置屏隔在休息區， 都讓我安心很多。

另外，作為媽媽的我能以身作則，讓女兒認識到捐血幫

人的意義，感到助人為快樂之本。希望小朋友能從小在

樂於助人的氛圍下成長， 絕對是 win win 雙贏呢 !

4A 蔡沅喬媽媽
      平時，我比較難抽時間出去捐血，
感謝學校每年都舉辦捐血活動，使我
可以方便捐血，為社會出一分力。

家長教師捐血日
      捐血是分享和救助生命的善舉，能夠挽救急需輸血的

受傷或患病的人。本年五月十日，由家長教師會的協助

下，香港紅十字會在本校順利舉辦了一次捐血日。當天數

十名家長及老師參加了捐血活動，他們的無私奉獻，成為

了同學們的好榜樣。

1A 林俊樂 4A 林峻宇媽媽

      今日流程非常暢順，

紅十字會的人員非常有禮

貌，各方面安排亦很好。

2A 丘俊龍媽媽
      捐血是一件有意義
的事，希望大家踴躍
參與，你我都做得到。

6A 陳詩晴媽媽

      感謝學校安排今次

方便又有意義的捐血

活動，疫情之下可以

不用去血站排隊，人

流都控制得非常好。

4A 吳珀崇 6B 吳俊珀爸爸

我好幾年      也沒有捐血了，

多謝家教會在校安排是次活

動，非常方便，也藉此可以

幫助有需要的人。

6C 林煜祺媽媽

      今次學校又舉辦

捐血活動，本人真

心覺得是一個好有

意義的活動，因為

可以幫到有需要的

人，確實值得推廣。

2A 黎芷橦 6D 黎建豐

      可以捐血助人，我也開心。



7

      疫情下，同學都需要努力重整自己的學習規律及態

度，部分同學被邀請成為「喜學進步」的成員。為進一

步提升同學的紀律及重拾學習動力，本校聯同家長教師

會，合作舉辦服務學習活動，由家教會主席鄧凱珊女士

親自教授同學一起利用舊利是封製作創意揮春及掛飾，

送贈親友，藉此傳遞關愛的訊息，也讓學生從服務中學

會承擔。過程中，同學都能發揮獨特的創意，享受親手

製作過程，大家都滿有成功感呢！

      今年母親節，家教會製作了有關母親節禮物 DIY 的影

片，同學們參考影片內容，利用學校派發的材料，加上

個人的創意，為媽媽製作世上獨一無二的禮物，表達心

意。相信媽媽收到這份珍貴的禮物，一定甜在心頭。

喜學進步服務學習活動

正向視藝日
母親節禮物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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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自 2017 年開始便推行「品學存摺」獎勵計劃，目

的是培養學生自學守己，有禮待人，改善個人品德行為，

亦鼓勵學生建立盡責律己、堅毅勇敢之正向態度。感謝

家長教師會一直支持這活動，不但贊助部分獎項，甚至

出錢出力，由挑選禮品至分發包裝均表現出家長義工們

學生的愛。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未能如往年般有「健康早餐」或

「finger food buffet」，但家教會也悉心為學生預備不同

的禮物，讓他們與家人一同分享計劃帶來的喜悅。

     受疫情影響，本校數個大型體育比賽都未能夠舉辦。學

生在這兩年未能好好感受運動比賽所帶來的樂趣， 大家亦

很久沒有聽過熱烈的「打氣聲」，同學們的確希望能夠再

次舉辦一次運動比賽，因此透過學生諮議會向校方反映才

能舉辦是次的班際跳繩比賽。除了同學們的努力爭取，同

時亦有賴一眾家長義工的協助才能使比賽順利完成。

家長品學存摺獎勵計劃

班際跳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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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讓我有機會
成為家教會委員 , 繼續參
與協助學校各項活動 , 就
算在疫情期間 , 得到家
長義工鼎力幫忙 , 致令
各項工作或活動得以圓滿
成功。雖然疫情令活動減
少 , 卻沒有減少家長義工
的熱忱 , 更珍惜可以參與
出席服務或活動的機會 ,

    很高興能夠加入家教
會，讓我更了解學校的發展
方向及有關統籌，更讓我認
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並
與其他家長分享育兒心得，
共同與學校為子女建立理想
的校園。可惜的是遇上「新
冠肺炎」讓很多家校合作計
劃及活動被迫取消，我相信

    轉眼間，加入家教會
這個大家庭轉眼已經係第
三個年頭了，今年繼續因
疫情關係，家長們能在學
校舉辦活動碰面的時間亦
非常少。疫情帶口罩已經
是我們生活中的常態，而
每天帶小朋友上學時，就
是每位家長們聯絡的時

    加入家長教師會已差
不多 9個月，這短短時間
已讓我獲益良多，透過家
長的心聲和校方的支持，
亦印證了家校合作的成
果。在疫情期間，學校要
面對從未遇過的政策，確
實不容易，感激校長和老
師們的努力和付出，不論

    本人很榮幸能加入家
教會，在過去的一年，讓
我有機會了解學校及家教
會的運作。特別感謝各位
義工家長、委員及各位老
師，令每一個活動在疫情
下都能順利完成。今年大
女畢業了，藉此感謝學校
各老師對女兒的悉心教導。

家長委員心聲

從而更密切與學校溝通和了解 , 更突顯家校合
作的重要性。而且參與義工服務 , 更可以身作
則,讓子女知道能夠為別人服務亦是一種福份,
對品格的一種栽培。希望疫情逐步穩定 , 令生
活回復正常 , 各項活動得以繼續 , 讓大家可以
更盡情參與。

鄧麗螢女士 (5C 楊浚媽媽 )

來年一定會更好。
Hang in there,things will get better.

符若女士 (2A 阮子芊 /6A 阮子柔 )

間，但家長們的一句「早晨」及一個「眼神」，
雖然短暫但十分珍貴。期待疫情快快完結，使
家長們能多活動，在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中，繼
續為小朋友及家長增添更多的校園生活的美好
回憶。

連麗珍女士 (5C 黎俊良 /4A 黎曉晴 )

在網課或面授課堂，都為學生準備了很多很多。
還要感謝一班出心出力的家長義工們，每次學
校大大小小的活動，你們都會勇躍參與，令活
動得以順利完成。往後希望大家繼續攜手合作，
協助學校，為家教會大小事務共同努力。謝謝！

葉惠嫻女士 (3B 鍾凱因 /5A 鍾棹同 )

   不經不覺已加入
家教會已接近一個學
年，雖然在過去的一
個學年裏，被疫情影
響下，大部份的活
動因此而被取消或延
期，但家教會的運作
未被影響。睇到校長，

老師及家教會成員為各項活動的付出，悉心的
安排，令每一個活動在疫情下都得以順利完成，
多謝各位無私的奉獻。希望來年疫情減退，不
用戴口罩，每天送小朋友返學都能見到大家笑
住講早晨！

邱國標先生 (2B 邱栩堯 /5C 邱沛峰 )黃康源先生 (2C 黃靖喬 /6D 黃靖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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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資訊

為了讓家長以優惠價錢享受購物樂趣，由即日開始，本會提供教協卡外借服務，詳情如下：

借用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 7:30 至下午 4:00) 及
星期六 (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 公眾假期暫停外借 ]
借用期限：3 天 [ 不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 例如：1 月 30 日星期六借出，歸還日期為 2 月 3 日星期三 )
借用方法：請家長會員親自到書記室登記資料
有關最新優惠，可瀏覽教協網頁：http://www.hkptu.org

     「天有不測之風雲」，如當放學時段遇上下雨，而同學
們沒帶備雨傘，要須到地下詢問處登記，就可借用雨傘。

借用雨傘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