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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雪晶主任龔雪晶主任
本學年快將完結了 ! 感謝天父的帶領，讓孩子們在疫情反覆不定的情

況中，仍然快樂及健康地學習。無論在網課或實體學習時，他們都能投
入其中，享受學習的樂趣。為了讓孩子能有美好的回憶，因此在本期園訊
裏，把各項活動的豐富內容，再一次呈現在大家眼前。

除此以外，我校亦關顧家長在教養孩子時遇見的特別需要，所以邀請
了駐校社工郭少格姑娘，撰寫了一篇「給家長們的一封信」專題文章分享，
讓家長得到支援。還有全校同學們的日常學習及活動花絮的精彩片段，大
家可掃描 QR Code 欣賞其他相片。本堂祝宗麒牧師亦與大家在「頌主篇」
分享訊息。

最後，祝願各位主恩常佑，身心靈愉快 !

林翠儀校長林翠儀校長
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於 2021 年 11 月 3 日、4 日及 9 日到園進行質素

評核，雖在疫情期間，仍能順利完成。學校在多方面都得到肯定及讚賞，
在此感謝家長協助及教學團隊之努力，我們會參考視學組的建議以促進學
校持續進步。

本學年學校參加了幼稚園校本支援組的專業學習社群，透過與其他幼
稚園互相交流，共同就「推行自由遊戲以促進幼兒從探索中學習」進行研
習，以加強彼此的協作及提升教育質素。

另一方面，為幫助幼兒愛惜自然環境，教師以環保為學習主題，設計
了不同層次且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幼兒從生活體驗中建立環保生活模
式，並得到家長的支持及學生積極地參與，計劃漸見成效。下學年我們會
繼續推行惜物減廢計劃，進一步培養幼兒感恩珍惜的生活態度。

由於疫情關係，學生回到校園學習只有兩個多月，感謝天父的看顧及
保守，他們仍以快樂的心去學習。祝願新的學年，每個小朋友都能如常開
開心心地回到校園學習，高班學生升上小學後，繼續將好學的精神延續下
去，做一個得神、得人喜悅的好孩子！

編編者者的的話 話 

校校長長的的話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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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大家好！我是幼兒園駐校社工郭姑娘，格格姐姐。

 加入九龍靈糧堂幼兒園這個大家庭已一段日子了，
由剛開始與學校及家長們一同摸索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
如何於幼兒園運行以支援到學童、家長及學校的需要，
到現今社工服務的成效漸現。讓我們一同回顧學校幼稚園
駐校服務如何為全面促進兒童及家庭的健康發展而努力。

家長可謂是身兼多個功
能與角色，照顧孩子與另一
半，同時也要化身為廚師、
補習老師及心理輔導員等
等，面對多方壓力，難以有
空間好好照顧自己。在家長
工作上，社工盼望可以成為

各位家長一道支持的力量，與家長一同透過浮遊花或呼
吸練習等不同方法學習放鬆及爭取「Me time」，好好地
關懷及肯定自己。

社工也會主動關心以更能辨識家長的需要，如於疫
症在家期間保持與家長的聯繫並提供社區資源資訊，以
讓家長於有需要時隨時得到幫助。疫症反覆，社工服
務會以彈性的方式如短片及視像形式支援各位家長，期
望讓家庭有更多力量面對挑戰。在面對突發危機與轉變
時，我們總會希望有一雙手可以支援自己，駐校社工希
望變為這道力量，當家庭面對各樣的危機如經濟、婚姻、
管教、學童學習等困難時，透過諮詢、個案輔導、資源
轉介等，讓家長在徬徨無助的時候很快得到支援，並透
過家長小組及講座以助家長以正面和接納的態度對待孩
子，加強親職效能，以預防家庭危機的出現，也倡導家
長共同參與兒童培育工作。

這位小朋友以往時常不明
原因地持續哭泣，被視為令人
頭痛的小朋友。然而當他於遊
戲室中感受到「哭泣是可以
的」，明白到自己渴望有人無條
件地愛自己，所以才會有情緒
不穩的情況。最終因為透過玩

具抒發了情緒，也提高了安全感，反而減少了持續哭泣
的表現。在學童工作上，駐校社工會使用彈性的手法如
特別遊戲時間、繪本、主題式活動等協助有情緒或行為

需要的幼兒疏導情緒及表達感受，建構安全感及自信。
學童如有特別的學習困難時，駐校社工也會協助轉介個
案接受評估及訓練服務，為父母提供情緒支援及實際的
援助，同時也與治療機構溝通以使其能獲得到足夠的支
援。

於日常，幼兒社工會進行班組成長發展活動，透過
多元化的學習策略及活動，如「幼兒果子故事屋」中透
過繪本故事及癌病康復者的分享培養「九大品格」；「小
一成長路」系列活動支援家長及小朋友好好預備迎接學
習新階段；還有訓練工作坊如「專注力小廚神」親子小
組」以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社
交技巧等。以上活動均可促進學
童的自我了解及自信，提高解決
問題、與人相處和控制情緒的能
力，達至健康成長。

駐校社工與學校老師在跨專業的攜手合作下，能更
有效地、 更全面地關顧學生。兒童言語發展及認知發展
有限，加上現今個案工作日趨複雜，需要更長時間及更
針對性的輔導方式作跟進。然而教師兼具繁重的教學工
作，難以同時支援輔導工作。而社工可以與教師相互合
作，透過入班仔細觀察學童的反應及作出課堂支援，持
續與學童及家長建立關係及交流，更深入了解幼兒面對
的處境及需要，從而提供合適的跟進，減輕教師的教學
壓力。於支援教師的工作上，社工每年均會運用專業知
識為老師提供諮詢及培訓，如提高應對危機技巧與善用
繪本進行生命教育等培訓，提高教師專業度，並提升教
職員對身心靈健康的關注。進一步地，社工會與學校檢
視危機處理程序，協助學校更有效預防、識別及處理危
機事件的發生。

感謝過往我們可以一同面對疫症帶來的挑戰。邀請
各位讀者於這一刻停一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的身心
還好嗎？」讓我們一同完成「自我檢查心理壓力量表」，
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情況，如你發現
測試結果分數超出預期，請記得「你
不是一個人」(You are not alone.)。你
們還有學校及幼兒園駐校社工，歡迎
各位聯絡我，讓我們一起攜手共渡孩
子的每個時光。

大家保重身體！加油！
 

幼稚園駐校服務對家長、幼稚園駐校服務對家長、
幼兒及學校的支援幼兒及學校的支援
——給家長們的一封信給家長們的一封信

疫症期間與家長一同製作浮遊疫症期間與家長一同製作浮遊
花減減壓花減減壓

遊戲治療房內學生以玩具遊戲治療房內學生以玩具
抒發情感抒發情感

社工以故事形式與高班社工以故事形式與高班
學生進行小一適應活動學生進行小一適應活動

郭少格姑娘郭少格姑娘
註冊社工註冊社工

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執行師兒童為本遊戲治療執行師
婚前與婚姻輔導人員婚前與婚姻輔導人員

專專
題題
篇篇

一位家長感嘆地說。一位家長感嘆地說。
「因為呢個活動，我先
可以抽離一下做返自己
鍾意做既事……」

一位小朋友試探地問。一位小朋友試探地問。
「係咪我喊唔喊，
格格姐姐你都會咁
鍾意我㗎？」

一位老師述說。一位老師述說。
「郭姑娘可以了解家
庭更深入的事情，照
顧家庭的需要。」

聯絡方法
駐校時間：逢星期一、四 上午 8:30- 下午 5:00
電話：2219-0050 或 5446-7597

掃一掃掃一掃QR CodeQR Code以以
填寫壓力量表填寫壓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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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告告篇篇
教職員及學生人數教職員及學生人數
行政人員3位，辦公室人員3位，教學人員22位，司機、跟車媬姆、校工及廚工17位，合共45位。
本學年學生人數：190 人，男生 107 人、女生 83 人。

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
行政及教學人員專業資歷：
碩士學位教師 1 人  學位教師 17 位  修讀學位教師 2 位
持教育高級文憑 / 教育証書 (CE) 3 位  修讀高級教育文憑 / 教育証書 (CE) 1 位 合格教師 / 幼兒工作員 1 位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
10.2.2022( 四 ) 校長、主任及老師們參加《【幼稚園校長及

老師發展日】線上研討會》- Zoom 上互動遊戲工作坊，提升老
師策劃線上學習的技巧。

家校與社區聯繫家校與社區聯繫

家校會委員選舉家校會委員選舉
第十三屆家校會家長委員參選人數共有 5 位，各人以信

任票當選，並在 15.12.21 ( 三 ) 完成了職位互選。

本園於 6.8.2022 
( 六 ) 假浸會大學大學
會堂舉行第四十二屆
畢業典禮，本學年共
有四十九位幼兒畢業。

駐校社工計劃活動駐校社工計劃活動
「孩子自理「孩子自理我做到」家長講座我做到」家長講座

26.2.2022( 六 ) 由駐校社工郭少
格姑娘為家長主講「孩子自理我做到」
家長講座，讓家長學習如何培養孩子自
理自律，並加以應用。

「珍愛資源‧我做到」「珍愛資源‧我做到」
10.3.2022( 四 ) 由駐校社工郭少格姑娘特設線上「珍愛資源

我做到」故事工作坊，培養學童愛護自然及珍惜的美德。

「專注力小廚神」親子小組「專注力小廚神」親子小組
14.3.2022-4.4.2022( 逢星期一 ) 駐校社工

郭少格姑娘舉辦「專注力小廚神」親子小組，
為有興趣的小組家長透過無火煮食讓幼兒感受
親子烹飪的樂趣，同時培養專注力及耐性。

「2加1不是3」和諧婚姻有妙法家長講座「2加1不是3」和諧婚姻有妙法家長講座
30.4.2022( 六 )

駐校社工郭少格姑
娘 為 家 長 主 講 講
座，讓父母了解及
反思彼此的關係，並學習如何化解衝突以減少對子女的影響。

「小一成長路」學堂「小一成長路」學堂
6.6.2022 至 27.6.2022（逢星期一）開

始特設線上適應工作坊，以準備幼兒升小
一生活的適應，體驗小一愉快學習的生活。

新生家長會新生家長會
18.6.2022( 六 ) 為 本 學 年 之 新 生

舉行線上家長會，除了班主任講解班
務，更邀請駐校社工郭少格姑娘為家
長主講專題「如何防止及辨識性侵犯」，幫助家長提高保護幼兒
的意識。

畢業生家長講座畢業生家長講座
25.6.2022( 六 ) 由本園社工郭少格

姑娘特推出「小一成長路」家長講座影
片，讓家長掌握相關資訊，協助家長瞭
解此階段孩子的心理成長需要、社交表
現及情緒表現，明白如何陪伴孩子適應
小學生活，共同強化學生的解難能力，
協助學童展開愉快的小學生活。

24.2.2022( 四 ) 老師們參加「自由遊戲於幼稚園推動幼兒
全人發展 - 校園實踐」方案分享會，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
田分校）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高級講師鄭曉萍博士主領講
座，分享自由遊戲如何啟發幼兒身心的發展。

30.3.2022( 六 ) 校監、校長、主任及老師們參加香港基督
教幼稚園教師會 - 第 128 次大會暨春季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大
學林俊彬副教授主領專題講座「遊戲中支援幼兒的情緒及社
交」，幫助老師
認 識 從 故 事 及
遊 戲 活 動 中 讓
幼 兒 學 會 情 緒
社交技巧。

線上家長講座線上家長講座
5.3.2022( 六 ) 學校舉辦線上家

長講座，由 Parent Shop 店長肥哥
哥 (Conrad Wong) 主 領 講 座 - 開
啟閱讀之門：如何演繹繪本令小孩
愛上書，分享如何揀選合適的圖書
才能讓小
孩喜愛閱
讀。

21.3.2022( 一 )-28.3.2022( 一 )
主任及老師們參加由浸會大學主辦
「繪本學生態 - 幼兒教師培訓計劃」，
鞏固老師認識本港大自然物種的知
識，及如何推動學校的環保計劃。

第四十二屆畢業典禮 第四十二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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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參與猜燈謎活動及集體遊
戲來慶祝元宵佳節，又運用環保物料創
作花燈，讓我們認識中國節日的習俗。

大家一同唱
歌一同遊戲，在
愉快的笑聲中慶
祝生日。

6 月 1 日（三）是「國際兒
童節」，老師為小朋友特設慶祝
會，小朋友在滿滿的愛中成長。

大家一起參加
「夏日活動」的各
種遊戲來迎接炎炎
夏日的來臨。

校校
園園
篇篇

透 過 參 加 線 上
「尋蛋遊戲」認識復
活節傳統活動。

線上元宵燈謎會

延續開心果月的活動，我們舉行「開心果日」，透過
多元化的活動，鼓勵幼兒多吃水果，做個健康小孩子。

開心果日線上復活節尋蛋遊戲

夏日活動兒童節慶祝會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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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
園園
篇篇自由遊戲

環保教育(珍愛地球)

幼兒在角落中，拼砌幼兒在角落中，拼砌
不同的交通工具。不同的交通工具。

我們扮護士去為病人配藥 我們扮護士去為病人配藥 

環保紙-我們一環保紙-我們一
起探索製造環保起探索製造環保
紙的方式，紙張紙的方式，紙張
重用多環保。重用多環保。

我們用不同的紙我們用不同的紙
來摺飛機，看誰來摺飛機，看誰
飛得較遠?飛得較遠?

你看！這是台灣，你看！這是台灣，
我很想乘飛機到那我很想乘飛機到那
裡遊玩。裡遊玩。

幼兒在模擬角進行幼兒在模擬角進行
生日會。生日會。

幼兒探索不同物品幼兒探索不同物品
的浮沉狀態。的浮沉狀態。

在模擬交通城，我們學會紅在模擬交通城，我們學會紅
燈停，綠燈亮起才過馬路。燈停，綠燈亮起才過馬路。

各級幼兒運用不同的物
料，製作樂器，又以不同的
演繹方法，一起表演環保兒
歌，宣揚環保信息。

兒歌宣傳巡禮兒歌宣傳巡禮

幼兒利用不同的環保物料一起製作環保襟章。
環保襟章環保襟章

幼班幼班小組小組

低班低班 高班高班

我們用自己造的我們用自己造的
再造紙，寫信給再造紙，寫信給
我的好朋友!送上我的好朋友!送上
祝福及心意。祝福及心意。

我運用積木進行藝術創作我運用積木進行藝術創作
「特拉法爾加廣場」。「特拉法爾加廣場」。

我探索不同器皿的浮我探索不同器皿的浮
沉狀態，看看哪一樣沉狀態，看看哪一樣
東西適合造船。東西適合造船。

幼兒透過遊戲認識不同的幼兒透過遊戲認識不同的
情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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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PRO 幼兒運動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導師分別在網上及到校與小朋友
一同做運動，全面提升幼兒的協調、平衡及自我控制能力，家長在家可按幼兒的能力
及興趣選取遊戲，培養幼
兒每天做運動的
良好習慣。

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及贈書計劃小手作及資源套計劃及贈書計劃

校校
園園
篇篇

體智能活動

講座

閱讀計劃
繪本閱讀日繪本閱讀日

4 月 25 日（一）繪本閱讀日，老師與幼兒一起閱讀夢想閱讀
計劃之《寨城大冒險》，除了培養幼兒閱讀的興趣，更加深認識我
們的社區。

夢想閱讀計劃夢想閱讀計劃
學 校 參 加「夢 想 閱 讀 計

劃」，計劃獲優質教育基金撥
款，小朋友獲贈圖書，分別是《寨
城大冒險》、《深水埗的茶
樓》，從不同的社區故事中
認識我們居住的城方。

27.4.2022（三）27.4.2022（三）
低班-「珍惜」環保教育講座低班-「珍惜」環保教育講座

小組

文字對對碰-大家文字對對碰-大家
轉動轉盤，合力找轉動轉盤，合力找
出相應的圖咭。出相應的圖咭。

精靈小司機-幼兒互精靈小司機-幼兒互
相擲骰，在棋盤上相擲骰，在棋盤上
開動小汽車，看誰開動小汽車，看誰
最快到達終點。最快到達終點。

職業大不同-在職業大不同-在
各行各業中，我各行各業中，我
找出它們的不同找出它們的不同
之處。之處。

顏色世界大探索-透顏色世界大探索-透
過顏色，探索奇妙過顏色，探索奇妙
的彩色世界。的彩色世界。

17.5.202217.5.2022
高班-交通安全講高班-交通安全講
座-幼兒認識過馬座-幼兒認識過馬
路的安全守則路的安全守則

記憶小遊戲-大家考考記憶記憶小遊戲-大家考考記憶
找出相同的圖咭。找出相同的圖咭。

精靈小助手-幼兒替精靈小助手-幼兒替
幫助我們的人找回幫助我們的人找回
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具。

小肌肉活動「齊來學剪小肌肉活動「齊來學剪
紙」-我運用剪刀剪出紙」-我運用剪刀剪出
小紙塊。小紙塊。

創意拼圖-我運用創意拼圖-我運用
七巧板砌出不同的七巧板砌出不同的
動物。動物。

繽紛甜品杯-我扮演甜繽紛甜品杯-我扮演甜
品師製作一杯美味的品師製作一杯美味的
甜品杯。甜品杯。

幼班

Bingo-幼兒輪流Bingo-幼兒輪流
擲骰，看誰最快擲骰，看誰最快
將棋子連成一將棋子連成一
線......BINGO!線......BINGO!

夏天自由遊戲-我們運夏天自由遊戲-我們運
用不同的工具產生風用不同的工具產生風
來吹動濕透的衣服。來吹動濕透的衣服。

低班

釣魚樂-幼兒從釣魚遊釣魚樂-幼兒從釣魚遊
戲中進行數數活動。戲中進行數數活動。

色彩對對碰-幼兒擲骰色彩對對碰-幼兒擲骰
子. 並依從顏色進行子. 並依從顏色進行
貓捉老鼠遊戲。貓捉老鼠遊戲。

新年樂趣多-幼兒依新年樂趣多-幼兒依
從新年圖案進行拋從新年圖案進行拋
圈遊戲。圈遊戲。

齊做生日蛋糕-幼兒齊做生日蛋糕-幼兒
從遊戲中學會搓捏泥從遊戲中學會搓捏泥
膠做蛋糕。膠做蛋糕。

小熊疊疊樂-將不小熊疊疊樂-將不
同顏色木棒和小同顏色木棒和小
熊疊在底板上。熊疊在底板上。

利用可愛小金魚器皿利用可愛小金魚器皿
在水中尋回小魚兒。在水中尋回小魚兒。

提高我們防災意識，暴雨來臨
時如何保護自己及家人。

我們學會珍惜資源、保護大自然。

27.6.202227.6.2022
全校-滴露講座全校-滴露講座

我們學會常常清
潔雙手，注意個人衛
生。

6.7.2022全校-夢飛行合家6.7.2022全校-夢飛行合家
歡劇團舉行環保劇場〈環保歡劇團舉行環保劇場〈環保
基金~從生活中守護我的生物基金~從生活中守護我的生物
好鄰居〉好鄰居〉

從生活中建立
環保生活模式，幼
兒立志成為公園隊
長，守護我們的生
物好鄰居。

高班

文字樂趣多-文字樂趣多-
我們拼出不我們拼出不
同的中文生同的中文生
字。字。

運算層層疊-從遊運算層層疊-從遊
戲中學會運算加戲中學會運算加
減法。減法。

Scrabble Scrabble 
Fun-拼砌英Fun-拼砌英
文生字。文生字。

23.6.2022（四）23.6.2022（四）
「兒童防災繪本故事坊」「兒童防災繪本故事坊」

時間小管家-我時間小管家-我
們學會計劃每們學會計劃每
日的活動。日的活動。6



學校舉行親子「美麗
顯愛心」環保飾物設計
比賽，讓幼兒學習對母
愛的表達。

學校舉行親子環保
交通設計比賽，激發幼
兒發揮創意。 

由爸爸媽媽分別與小朋友進行線上說故事，共有 40 位
家長參與活動。多謝各位家長踴躍參與 !

親親
子子
篇篇

親子美麗顯愛心環保飾物設計比賽

爸爸媽媽(線上)說故事

學校舉行親子賀年飾物創作
比賽，加強幼兒對中國文化的認
識及增添節日的氣氛。

親子環保賀年飾物設計比賽

親子
比賽親子
比賽

全低陳欣情家長—施燕珊女士全低陳欣情家長—施燕珊女士全幼甲謝奕平家長—陳安琪女士全幼甲謝奕平家長—陳安琪女士

全低曾若嵐家長—王綺雲女士全低曾若嵐家長—王綺雲女士

全高乙何安然家長—趙寶珊女士全高乙何安然家長—趙寶珊女士

全高乙鄺致遠家長—鄺潤章先生全高乙鄺致遠家長—鄺潤章先生

高班高班

小組班小組班

幼班幼班 低班低班

全小甲鄭凱琪家長—區呈欣女士 全小甲鄭凱琪家長—區呈欣女士 

全小乙宋栢言家長—簡佩雲女士全小乙宋栢言家長—簡佩雲女士

親子環保交通設計比賽 

7



轉眼又過了大半年，時光飛逝，歲月匆匆。近日陪伴了數個家庭經歷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傷痛，
或是要照顧年長親人的不容易過程。大家都嘆息光陰似箭，能陪伴家人的時光原來如此短暫。

因有不少歡欣回憶，令今天我們看著雙親年老倍感無奈傷感；因有值得珍惜的時光，失去他們
時增添憂愁。有時也令我們錯過了一些機會已感婉惜愧疚。可幸是當父母和我們都活在主耶穌永恆
的愛和應許裏，深信這些難過與別離都是短暫。但這些經驗，又如何讓我們反思，應作一個怎樣的
父親和母親？

又是子女又作父母的，現在看著活潑可愛的幼小兒女，我們想為他們建立一個怎樣的家庭環
境？我們如何待自己雙親，能否成為他們的示範和榜樣？要作什麼才讓子女們明白家人能相聚是多麼珍貴？我深信父母們都不想將額

外的期望和擔子放在子女身上，但他們確實在看著我們怎樣與家人相處，怎樣孝敬父母，怎樣對親人表達關愛，子女都看在眼內。
父母們在眾多的責任和工作要求中，還要兼顧家庭，照顧年老雙親，和教養下一代，真已透不過氣來，單單規條式要求

我們要作好父母，有時聽來只像是另一個很高的要求！但深信主的訓誨不是重擔使人不能喘息，而是告訴我們怎
樣相信主的帶領和供應，從而能活出平衡，健康，滿有愛和活力的生命。在作子女又作父母的我們，求主給我們

智慧和分辨能力，將真正重要的放在首位，好叫我們的家庭和下一代，在主的愛中成長。互勉。

頌頌
主主
篇篇

編輯小組名單：編輯小組名單：
楊玉華校監   林翠儀校長   龔雪晶主任   孫慧芬主任   鄭穎詩書記   文資組及宗教組組員

喜
訊
喜
訊

 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九龍靈糧堂堂主任
祝宗麒牧師祝宗麒牧師

我們在
復活節崇拜
中，透過故
事分享、唱
詩歌及祈禱
紀念主耶穌
復活，感愛
主的愛。

老師從幼兒手上接過五餅二魚來演繹
此聖經故事 今 年 宗 教 週

主題為「追蹤十
架 Adventure」，
讓我們進入聖經
世界去探險，追
尋主耶穌復活的
恩情。

QRcodeQRcode
「馬頭涌官立小學「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六十周年（紅磡灣) 六十周年

鑽禧校慶活動」鑽禧校慶活動」
個人獲獎個人獲獎

幼童崇拜 宗教週復活節崇拜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
校慶活動」獲獎校慶活動」獲獎

 第二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第二十八屆聖經朗誦節
「幼稚園組-廣東話朗誦 「幼稚園組-廣東話朗誦 
「季軍」-梁文爾「季軍」-梁文爾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姓名

2021至2022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幼稚園組
優異獎 全高乙 梁文爾

第28屆聖經朗誦節-獨誦學校組幼稚園K1組(廣東話組)

季軍 全高乙 梁文爾

嘉許狀

全高甲 黃曦樂
全高甲 顧 晴
全高甲 周承禧
全高甲 周樂游
全高乙 林頌恩

全低 楊樂兒

全低 施文晞
全幼甲 梁佑謙
全幼甲 梁思諾
全幼甲 胡摯橋
全幼甲 謝奕平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活動」-
「幼稚園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獎 全高乙 宋栢浠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活動」-
「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冠軍 全日低班 曾若嵐
亞軍 全幼甲 胡摯橋
季軍 全幼甲 陳真道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活動」-
「幼稚園填色比賽最佳填色獎」

冠軍 全幼乙 周睿朗
亞軍 全幼甲 胡摯橋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活動」-
「幼稚園填色比賽最佳創意獎」

冠軍 全幼乙 周睿朗
亞軍 全幼甲 胡摯橋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六十周年鑽禧校慶活動」-
「幼稚園填色比賽最佳慶賀句語獎」

亞軍 全幼甲 胡摯橋
優異獎 全幼乙 周睿朗

校校牧牧的的話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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