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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津貼/官立

學校

領取小一入學 

申請表

申請自行分配學額

(佔全港 50% 學額)

將表格交到報讀學校

9月 10月 11月 1月 6月

自行分配學額

公布結果及

註冊入學

參加統一派位

或

未獲自行分配

學位的學童

辦理選校手續

統一派位

公布結果

及

辦理註冊手續

升小備忘
身為升小家長，要為子女選擇合適小學，當然
是緊張萬分，但在選擇學校的同時，也需要注
意掌握時間，記下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重要日
程，分別在「自行分配學位」與「統一派位」
兩個階段的關鍵日子前，為小朋友入讀心儀小
學作好準備，並在填寫統一派位選校表格時，
注意甲部與乙部的分別和特點，以助子女提高
入讀心儀學校的機會。

* 注意： 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私立小學及英基學校協會旗下小學的小一學位，並不在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之內。 
家長如欲為子女報讀此類學校的小一班級，請自行向心儀學校查詢申請細節。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長可不受地區限制，向任何一間官立

或資助小學遞交申請。如同時向多於一間官立或資助小學申請

學位，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

關於自行分配學位
f.  與該校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5分 

g.  父/母為該小學主辦社團的成員    5分 

*以上兩項只可選一項

h.  適齡的兒童（即翌年九月開課時，年滿五歲八個月至七歲） 10分

1.  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父/母在該小學任職，約佔學校小一學

額30%，未能盡用的學額，學校可根據「計分辦法準則」自

行分配，如學額不足則以原本預留作統一派位的學額填補。

凡屬此類別之申請學童，必獲取錄。

2.  根據「計分辦法準則」分配的學位，佔學校小一學額不少於

20%，學校不可進行任何形式的筆試或面試。

自行分配學額種類

a.  父/母全職於該小學同一校址的幼稚園或中學部工作 20分 

b. 兄/姊在該小學同一校址的中學部就讀  20分 

c. 父/母為該小學校董    20分 

d. 父/母或兄/姊為該小學的畢業生   10分 

e. 首名出生子女（即為家庭各子女中最年長者） 5分 

*以上五項只可選一項

計分辦法準則

統一派位約佔學校小一學額50%，其中10%不受學校網限制，

家長可選不超過三所任何學校網的小學。學校餘下的小一學額

則受學校網所限。未獲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將參加統一派位

而無須另行申請。若家長曾為子女申請其校網內某一小學的自

行分配學位而未獲取錄，仍可在此階段將該小學列入選擇之

內。

統一派位電腦程序會首先處理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即

甲部），然後處理住址所屬的學校網選擇（即乙部）。統一派

位基本上是以家長的選擇作依歸，但若學校的小一學位求過於

供時，電腦將按「隨機編號」分派，務求公允。

關於統一派位

如欲瞭解更多小學學位分配方法，可瀏覽教育局網站:www.edb.gov.hk，或致電2832 7700 / 2832 7740
學位分配組查詢。本頁資料僅供參考，一切資料僅以學校及教育局公布為準。

甚麼是P.E.R.M.A.?
幸福五元素
「正向教育」是將正向心理學的理念應用到學校環境中，
幫助學生建立幸福人生基礎的重要方法，而P.E.R.M.A就
是測量幸福感的五大元素，當中包括：Positive Emotions
正面情緒、Engagement投入參與、Relationships人際
關係、Meaning人生意義、Accomplishment成就感。以     
「正向教育」為核心主題的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就在這五
元素理念上，從Personality個性品德、Environment環境
保護、Reading鼓勵閱讀、Multi-intelligence多元智能發
展及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學與教五方面積極推動
小朋友的全人發展，讓小朋友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下發揮潛
能，為圓滿人生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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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E.R.M.A 建立正向能量
「棒下出孝子」的嚴苛教育顯然已經過時，但「愉快學習」又難免令人感到虛無縹緲，教育應
該何去何從？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葉春燕校長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在於協助孩子建立美滿人
生，深信只要有正向的人生觀，每個人定能發展性格強項，闖出自己的一片天——這正是學校
積極推行「正向教育」背後的核心理念。

自成一格的幸福模式 提升學生軟實力

從疫情得到啟發 強化環保教育
近年疫情為世界各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考驗，難免
對教學亦造成不便，但葉校長並未感到氣餒，反而加強了
推行環保教育和人工智能學與教的決心。「人類與自然相
互依存，但隨著社會發展，人類的行為破壞了大自然，因
此學校將目光放在更長遠、更宏大的目標上，一方面加強
師生對電子科技的掌握，一方面提倡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讓學生有更遠大的視野和胸襟，對地球的未來發揮正面的

影響。」

EduVision學願計劃 推動創科環保理念
在過去兩個學年持續進行的「EduVision學願計劃」，正
好反映了葉校長這方面的理念，學校除了在四年級繼續推
行中草藥課程外，更於五年級新添了跨學科「水耕種植」
課程，配合電子學習工具包括Raspberry Pi及IoT技術，進行
保育研習及探討可持續發展等。此外，學校又分別推行了  
「保護海洋資源領袖培訓計劃」及「社區植物市民科學家
及瀕危植物（土沉香）校本STEM保育項目」，在校園設立
生態學習中心，讓學生透過養殖海洋生物進行海洋保育研
習，又在校內種植本港瀕危植物土沉香樹苗，讓樹苗在學
校落地生根，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環境保育理念。

電子教學促進自主學習
為了配合二十一世紀社會發展，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的校
園配套及課程規劃亦不斷改善，如全校課室均已換上互
動電子白板進行電子教學，及推行「一人一機」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等。學校明白到科技的進步有利有弊，為免
讓孩子慣於活在虛擬世界，因而在課程編排上亦花了不
少功夫。老師用心設計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善用電
子學習平台和教學軟件，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如
協作能力、創意思維等，同時推廣課外閱讀，助小朋友
學習從多種途徑尋找興趣和知識。葉校長說：「老師們亦
積極因應器材而修整課程，如數學科於Google Classroom
增設『數學自主學習區』，常識科運用平板電腦及AR圖
像協助學生理解身體結構等，都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
性。為學生帶來最好的學習模式，科技才能發揮真正的意
義和作用。」

在電子教學與正向教育的主題背後，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秉承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以發掘、培養和發揮個人的
長處與潛能為目標，推動學生發展的正面元素，使學校
成為一座充滿正能量的「正向校園」，讓學生樂於學習
和健康成長。如葉校長所說：「作為教育者，我們的
使命是為學生打開幸福的大門，協助他們全方位裝備自
己，這樣才能無懼社會的急促轉變，邁向圓滿人生。」
看著同學們一張張的幸福笑臉，無疑就是正向教育的最
佳印證！

為了配合小學生的成長及發展需要，學校設計了一套
專屬的P.E.R.M.A幸福模式，藉著五大主題將正向教育
與校本課程融合起來，成為富於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特
色的「幸福元素」，包括人格品德(Personality)、環
境保護(Environment)、鼓勵閱讀(Reading)、多元智
能發展(Multi-intelligence)和人工智能學與教(Artificial 
intelligence)。葉校長認為，為培育未來人才，光是掌
握硬知識並不足夠，還要培育各方面的軟實力，如人
際溝通、創意解難和面對壓力等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元素。「現在很多小孩都是獨生子女，爸媽又要上班經
常不在家中，令小孩缺乏與人溝通、合作的機會。」

校長的話

透過「EduVision學願計劃」，多
間學校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
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參與教師
STEM培訓工作坊。

校長與一眾體育老師身體力行，以身作則進行「秀天活
力跑」，帶動學生多運動，鍛鍊體魄。

葉校長與老師們
在博士的講解下
觀 察 桑 葉 的 葉
脈，跟學生一樣
不斷學習。

學校年前開始以互動電子白板取代傳統黑板，大
大增加教學靈活性與學習趣味。

學校設立生態學習中心，實踐提高學生對環境的關注與
學習的理念，成為區內學校的創先河者。

因材施教 發揮多元智能潛質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透過主題式教學，一方面鼓勵學生藉分
組找出問題和發掘答案，培養多角度思考；另一方面則建
立學生對學習和社交生活的正面想法，將壓力化成動力。
「例如我們的無人機計劃，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組裝和改
裝無人機，除了培養學生的STEM、創意及解難能力，更
希望學生能享受當中的過程，學習互助互愛、彼此欣賞的
精神，並在挫折中認識各種情緒，在面對自己的弱點時，
可以從細微處欣賞自己的成長，對『成功』有更廣的定
義。」此外，學校又於一至二年級加入生活技能課，以提
升學生的自信及自理能力，亦會因應學生的不同潛能，安
排適切的拔尖課程，做到因材施教。

透過聖誕聯歡活動，讓學生瞭解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
值，慢慢培養仁愛的心。



Personality

全方位培育良好品德
自小培育良好品德和愛己及人的精神，是建立正向價值觀的關鍵之一，讓小朋友畢生受用。
作為一所天主教學校，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致力向學生傳遞福音訊息及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
值：愛德、生命、家庭、真理及義德，透過多元化的宗教活動，加強學生對天主教信仰的認
識及推動福傳工作，培養仁愛之心。此外，老師們更以身作則，於抗疫期間在社區派發口
罩，並以此為契機，協助學生建立同理心和瞭解別人的需要。

在日常課程和活動方面，學校則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中國文化日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倫
理的認識，又藉視藝及音樂活動建立鑑賞能力及欣賞別人的情操，更鼓勵學生多參與體育運
動以建立強健體魄、意志及團隊精神，使小朋友的「德智體群美」得到全面和平衡的發展。

面對疫情帶來的危機，學校積極應
對，並與不同的校外機構合作，向
秀茂坪區有需要的人士派發口罩。

老 師 與 學 生
一 同 創 作 學
校 壁 畫 ， 建
立 合 作 精 神
之 餘 ， 也 從
而 學 習 聖 經
故事。

透過生態學習中心的設備，讓學生明白
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並學懂尊重生
命，是品德培養的重要基礎。

透過書法活動，讓學生學習正確的執筆方
法與坐姿，在練好書法之外，也從而修
心，並認識中國文化。

每年一度的中國文化日，學校都安排各種特
色表演和活動，如四川變臉演出，讓學生透
過多元化活動，活學傳統知識與文化。

為了增加宗教學習的趣味，
學 校 舉 辦 了 「 查 閱 聖 經 比
賽」，提升學生接觸和理解
天主教理念的機會。

同學們參觀山頂，除了從高處欣賞香港景色，也藉
此瞭解香港昔日文化，如山頂纜車就是當中重要的
一環。

透過「活力校園樂繽紛」活動，不但鼓勵
學生多做運動，更有助提升學生與人合作
的機會。

透過「小小藝術家」活動，為有繪畫
天賦的學生帶來更多發揮機會之餘，
也讓他們透過藝術展現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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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粵劇演出既能發揮學
生的表演潛質，也能讓他
們多瞭解這門傳統文化與
當中的工藝。



透過探訪屯門新生農場，
學生有機會從訪問中瞭解
農場營運的故事，並建立
健康生活觀念。

Environment 

跨學科研習掌握環保概念
誠如葉校長所說，環境發展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因此要讓小
朋友從小實踐環保理念，才能攜手創建幸福的未來。這個理念
就在已持續兩年進行的「EduVision學願計劃」中得到體現，
學校除了在四年級繼續推行中草藥課程外，亦於五年級加入了
「水耕種植」課程，著重跨學科協作，例如中文科、常識科和
宗教科分別引導學生以說明文探討水耕的好處、探索植物繁殖
和瞭解生命價值，又讓學生在電腦科及數學科內學習軟件製作
以解決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和紀錄收成。

另一方面，為加深學生對海洋生態的認識及重視，學校又設立
了生態學習中心，讓學生在養殖海洋生物的過程中進行生態學
習，激發創新思維；又推行「保護海洋資源領袖培訓計劃」、
「社區植物市民科學家及瀕危植物（土沉香）校本STEM保育
項目」、「小農夫計劃」，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並走進社區
推廣保育知識。在常規課程方面，每年常識科均會安排學生按
學習課題走出校園，到戶外實地觀察與學習，既能照顧學生學
習多樣性，亦能鼓勵他們擴闊視野及關心世界。

二年級學生正在為專題研習中的「神奇小
船」進行測試，透過實驗學習科學原理。

老師與學生一同向到校參觀的幼稚園學生介
紹桌上水耕機，講解如何透過應用程式及智
能感應器監測植物生長的情況。

學生於生態學習中心認
識有關水耕種植和生態
保育的知識，並學習以
正面的價值觀對待自然
生態和植物。

學生正一起觀察實驗結果，透過課
程動手做和細心觀察，有助增加學
生的投入感和學習印象。

生態學習中心的水耕種植系統，讓學生了解植物生
長循環的知識。學生更把栽出的蔬菜送到社區，實
踐綠色生活。

二年級學生在戶外學習中，
一邊參觀一邊完成課業，不
亦樂乎。

學校參加了海洋公園冬日歷險活動，讓學生在
海洋公園的自然環境中探索和學習，從而加強
學生人際溝通、解難和合作能力。

透過手腦並用的科學活動，學生
學習解釋現象及尋求解決辦法，
提升對科學的探究能力。

學校安排學生按學習課題到戶外學習，照顧學生多
樣性，並藉此擴闊視野，提升學與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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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閱讀培養自主學習力
電子學習雖成主流，但廣泛閱讀能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
能力，培養耐性、修養和文藝品味，因此秀茂坪天主教小
學透過多元化活動推動閱讀。除了教授閱讀技巧，提升學
生應用圖書館館藏的能力外，每年圖書科皆舉辦圖書館領
袖生培訓、閱讀獎勵計劃、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等活動，
鼓勵學生以繪畫、說故事等不同方式分享讀後感，從而提
升表達能力和發揮創意，並推動校園內的閱讀文化。

為配合校本課程，學校每年均舉辦不同類型的圖書講座，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此外，學校更製作自學教材讓學生
隨時隨地進行電子閱讀，以培養閱讀習慣。與此同時，學
校更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閱讀活動和伴讀計劃，一方面
帶動學生養成閱讀習慣，也藉以增進親子關係。

學校分別以「立體書」、「AR圖書」、
「STEM圖書」、「音樂圖書」作主題，展
開兩星期的主題新書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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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圖書館領袖生於小息協助同校學生閱
讀AR圖書。

Petr Horacek在講
座時，更即席示範
繪圖，讓學生更瞭
解其創作過程。

為增進學生英文閱讀興趣，學校邀請
世界知名繪本作家Petr Horacek到校進
行講座，分享創作心得。

舉辦以「愛閱讀的我」為
主題的拼貼畫活動，讓學
生以拼貼形式在畫紙上進
行創作，以藝術方式表達
對閱讀的喜愛。

圖書館領袖生為澳洲教區教育事務
處專員介紹圖書館設施。

「書伴我行」活動讓同學可透過不同主題講座，
瞭解寫作與閱讀，從而培養閱讀的興趣。

學生對STEM繪本
深感興趣。

學校於學期初及學期末進行圖書館領袖
生培訓，訓練學生的溝通、創新及解難
能力。



發展多元智能建立自信個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潛能，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天賦，每一
位學生都需要伯樂。因此，秀茂坪天主教小學透過運用多
元智能教學因材施教，鍛鍊並提升每一位學生的多元智能
表現，輔導學生發展自己的潛能，探索生涯發展方向。

學校鼓勵學生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在創科、體
育、藝術等各方面的能力，除了設辯論隊、秀天書法家、
小小奧林匹克數學家、英語話劇團和管弦樂團等，又舉辦
光雕、獅藝等活動，擴大學生的接觸層面。在多元智能發
展的推動下，學生在校外比賽中屢創佳績，讓學生不但為
校爭光，更能建立自信，積極成長。

Multi-intelligence

女子籃球隊在學界比賽屢獲佳績，亦常
與友校進行友誼賽，互相交流切磋。

學校常引進新興運動發掘學生潛能，如棍網球校
隊正是近年新設的項目，並在比賽中奪得佳績。

辯論隊的成員在練習過程
中，除了掌握辯論技巧，表
達與思考能力也得以提升。

管弦樂團成員正專注地依循
指揮老師的指示合奏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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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借助英語音樂劇團，一方面增進學生的
英語能力及提升學生對英國文學的興趣，一
方面發揮學生的表演潛質。

手鐘隊成員各自演奏不同音高的手鐘，
同心合力演奏出如音樂盒般的音樂。

學校足球隊在參加學
界比賽後合照。

透 過 無 人 機 計
劃，讓學生學習
無人機的結構、
簡 單 組 裝 及 操
作，發掘創科方
面的潛質。

低年級學生的課外
活動選擇眾多，讓
他們小小年紀就能
利用不同工具進行
創作。

在「小小藝術家」活
動中，導師向學生示
範素描的技巧，大家
都認真聽講。

學校的音樂校隊中，還包
括長笛班，學生在吹奏時
別具藝術氣質。

游泳是重要的生活技能之一，所以
也是課後體育訓練的一大項目。



創科學習迎接未來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與時俱進，設立了「創科學習中心」
以配合STEM課程發展，又在全校課室安裝互動電子白
板配合互動教學，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並推行「一人
一機」，讓學生利用iPad積極參與課堂，進行軟件繪
圖、搜集資料和研習等，成為區內率先提升各項硬件的
校園，為STEM學與教帶來適切配套。

學校亦透過生態學習中心支援學生在電子科技上的學
習，引入電子學習工具，例如結合感應器上載數據，將
知識和技能融會貫通。此外，學生也可以透過無人機課
程學習簡單編程，提升解難能力，為未來社會需要作好
準備。

在面對疫情期間，老師們積極製作網上教材，讓學生能
以電子模式繼續網上學習，並同時提升自學能力。老師
期間亦不斷進修及改良課程，務求從多方面著手提升學
與教效能，引進新思維、新方法，為學生未來發展需
要，作出適切的應變，開展智慧校園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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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電腦課中，學生利
用Scratch Jr軟件設計
創意故事。

學生們製作的Micro:bit智能課室，既能
學以致用，也展示了無限創意。

互動電子教學白板，為學與教帶來更靈活的
應用，讓學生更投入參與課堂活動。

「未來交通工具」
是數學專題研習的
主題之一，學生需
運用學科知識，加
上藝術想像，設計
出充滿創意的交通
工具。

學生利用iPad積極參與課堂學習和活動。

學生正透過
實物操作找
出正方形的
摺紙圖樣。

常識科與電腦科跨學科活動，
讓學生學習人工智能的原理。

在電腦課堂內，學生合作利用
LEGO製作故事情境，有助發
揮創意與掌握先進創科知識。

學校透過不同教具增加學習
趣味，如低年級學生就利用
數粒找出18以內的組合，
有趣又易學。

高年級學生透過實驗發
現體積與容量的關係。



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的
「北京學習團」，讓香港學生
可多了解國情，同時為學生提
供交流的機會。

友校聯繫互助交流
除了積極提升校內資源和設施，學校亦與不同機構、大、中、小
學及幼稚園建立聯繫，藉以為學生及老師提供更多對外交流的機
會，掌握更多最新學與教的資訊，做到教學相長，如「中小聯校
海洋生態STEM活動」、與香港中文大學、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
進行「瀕危植物保育課程」、與海洋公園合作推行「海洋保育大
使課程」，透過到校講座及到園活動，讓學生了解污染對海洋生
物的影響；「EduVision學願計劃」又得到香港教育大學宋燕
捷博士支援課程設計及學生的電子學習等等。

在教師培訓方面，學校亦提供不同機會讓老師們積極裝備自己，
如到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參與教師STEM培訓工作坊，又
透過國內外教育團隊到校交流，集思廣益。學校亦推薦了老師參
加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舉辦的「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
量」計劃，並成功獲選為「第四屆創新教師夥伴及同行者」。加
上教師團隊積極參加不同活動，學習將正向心理學運用於日常教
學中，攜手為建造正向校園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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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五年級學生到訪香港聖公會何明
華會督中學參與「中小聯校海
洋生態STEM活動」，製作生態
球，藉以學習地球生態系統的運
作原理。

學校邀請晉峰足球隊到校作足球示範
課，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及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接觸足球。

海洋公園教育部導師到校進行講
座，透過講座讓學生認識地球的
淡水資源及其對人類的重要性，
並學習保護淡水資源的方法。

鄒子俊老師與其他幾位老師參加
了「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
計劃，並成功獲選為「第四屆創
新教師夥伴及同行者」，與葉春
燕校長於活動合照。

澳洲教區教育事務處遠道到訪學校，與
師生進行交流，學生更向專員介紹生態
學習中心及瀕危植物，一盡地主之誼。

「專業植物辨識工作坊」是「社區植物市民
科學家及瀕危植物（土沉香）校本STEM保育
項目」的其中一項活動，學生在學習後展示
他們以植物學角度繪畫的植物畫作品。

杭州市錢江外國語實驗學校教育團隊到訪學校，
進行觀課和交流教學心得。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
物標本館館長劉大偉博士，向校長和
老師教授有關植物的知識。

學生與老師合作在EduVision活動中，帶
領幼稚園生分組參觀生態學習中心的植
物標本、南美白蝦、珊瑚缸以及生態球
等設備。



在聖誕聯歡活動中，合唱
團為同學們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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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為加強家長與學生對體力活動益處的認識而
設的「好動1+FUN」活動，能有效令學生
與家長的體力活動量提升，惠及家庭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吳博士與家
長和學生分享上年度的運
動測試結果。

學
生

精彩活動

剪
影

      
學校每年均為

學生帶來多元化的校
內、校外活動，跳出傳

統框框，豐富學生的學習
經驗，並透過實境體驗，既
有助吸收知識，亦為學生

的成長帶來莫大裨益。

學校帶領學生參與「乘風航」活動，透過各種水上活
動挑戰自我，克服困難，增進人際關係與解難能力。

學校定期舉辦校內藝術展，
引發學生的藝術潛質，並特
設駐校藝術家計劃，教授學
生創作藝術品的方法，學生
都細心聆聽導師的指導，學
習油畫作法。

學生參觀山頂杜莎夫人蠟像館，
不但能欣賞蠟像製成品，更有機
會學習製作蠟像的過程，為同學
模擬「度身」製作蠟像。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第四十八屆畢業典禮
在疫情下圓滿結束，為畢業生帶來難忘
的回憶。

家校攜手共同成長
要讓小朋友健康成長，培育正向價值觀，家庭教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學校舉辦不同活動，增加家長
對學校理念的認識，如家教會會員大會、家長義工、 
「好動1+FUN」等，既加強家校溝通，亦為家長之
間提供聯繫和支援，透過體育活動，更有助加強家長
與學生對體力活動的益處之認識，增加親子體力活動
的機會，惠及家庭健康。在疫情期間，老師亦與家長
加緊聯繫，關心同學和家長的需要，當老師知道同學
或家長遇到某些困難時，他們都會盡力為同學與家長
解憂或尋求資源協助，充分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讓
學校成為學生可依靠的第二個家。

家長義工聚會也有不少遊戲，讓家長邊
玩邊建立團隊精神。

一年一度的家教
會會員大會中，
學校邀請應屆文
憑試狀元杜焯賢
同學，回到母校
分享學習心得。

家長義工為學生製作
心意卡，以作鼓勵。

狀元校友與家教會成員於會員大會後合照。

學校不定期舉行家長義工聚會，讓家長
們可透過活動聯誼增加互動。

迪土尼學園奇妙學習日讓學
生在有趣的學習環境下瞭解
製作動畫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