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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一世紀的眷祐

今年是學校110歲生日，翻閱資料，學校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進程。

黃述芳宣教師帥領創校  

1906年，倫敦傳道會黃述芳宣教師到元朗傳揚福音，建立教會，並因應當

時鄉村兒童的教育需要，籌集資金，於元朗東門口福音堂左方籌建兩層青磚

屋，命名為「真光書室」，也就是元朗真光小學的開始。1915年，更在「真光

書室」旁擴建真光女校，開創了新界女子教育的先河。

劉活川校長爭取新校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學校停辦，至1945年復

校。劉活川校長於1958年向教育署申請在屏信街興建新校舍，

新校舍於1963年3月3日舉行揭幕典禮，全校上下午共12班，

學生人數由299人一躍而為522人。為元朗真光開展了新的里程

碑。

林偉雄校長帶領遷校  

2006年，承教統局核准，林偉雄校長統籌由屏信街校址遷至現時鐘聲徑校舍的難巨工作，

並配合教育的發展，元朗真光亦由昔日上下午校各6班轉為12班全日制小學，為元朗真光邁向新的一頁。

為了慶祝創校110年，學校舉辦了多項慶祝活動，其中包括於

2016年1月23日與家教會合辦的「尋根之旅」，到訪東頭村和屏

信街的昔日校舍；於4月30日假座基朗中學舉行了110周年校慶感

恩崇拜暨英語音樂劇；同日晚上，又與校友會合辦了校慶聚會，

50後至千禧一代的校友均有出席，校友、家長、師長們藉此機會

聚聚舊，談談情，場面既溫馨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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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嘉賓，濟濟一堂，祝賀學校
110周年校慶，同頌主恩。 1



1月23日，校監、校董、嘉賓們與一眾師生、家長和校友冒著嚴寒

的天氣，浩浩蕩蕩從校園出發，踏上真光尋根之旅，到訪元朗真光小學

的兩個舊址 ─ 元朗東頭村真光書室及屏信街校舍，在緬懷歷史的路途

上，大家都對前人的努力與承傳，報以感恩之心，可謂別具意義。

110 周年校慶─真光尋根之旅

110 周年校慶─嘉年華暨便服日

2月26日，學校舉行了嘉年華活

動。感謝家教會、校友家長及區內多間

友好中學的支持，與學校一同安排了各

式各樣的攤位遊戲及活動，讓家長與同

學一起參與，分享校慶的喜悅。

110 周年校慶聚會

校友會主辦的「110周年校慶聚會」已於4月30日晚上假元

朗帝豪高級宴會廳圓滿舉行。當晚節目豐富，各位嘉賓、教職

員、校友、家長及學生聚首一堂，共享校慶的喜悅。席間，來賓

可欣賞到精心剪輯的校慶活動花絮，而在「今昔之別」環節中，

更可讓各位來賓了解到學校校舍、校服等轉變及學校最新的發展

動向。校友會更安排了兩位校友分享昔日校園生活趣事，重拾難

忘溫馨的片段，一同緬懷昔日在真光的點滴，笑聲傳遍會場。

校友與昔日老師暢談近況。

校友會委員向來賓祝酒，答謝大家的參與和支持。

剛畢業的校友亦踴躍參與活動。

眾嘉賓到東頭村真光書室留影。
縱然天氣寒冷，但不減我們感恩與熾熱的心，一起步行至屏信街前校舍(現為元朗真光幼稚園校舍)。

鄰近友好的中學也來助慶。瞧，他們都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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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周年校慶英語音樂劇

 為了慶祝110周年校慶，學校精心挑選了31位學生聯同詩歌班員，排練了一

齣名為 “It’s a jungle out there” 的音樂劇。校慶當天，小演員施展渾身解

數演出音樂劇，而詩歌班員也配合小演員的演出，聯合獻唱了六首悅耳動聽的英文

歌曲，他們的表現獲得觀眾如雷的掌聲，表演在歡欣和熱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在這次演出中，台上的小演員及詩歌班員不但有機會體驗音樂劇的藝術元素，而

且可以領略忍耐、包容和合作的重要；此外，他們又憑此劇勇奪本年度「香港學校戲劇

節」的「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和「傑出演員獎」(兩

名)。台下的觀眾除了可以享受欣賞音樂劇帶來的愉悅外，還可以透過音樂劇了解到快樂的

真正意義。這次演出真讓我們獲益良多啊！

Synopsis

King Leo is a victim of the corporate 
jungle! He has money, power and fame, 
but he still has not found happiness. 
His trusty servants, Spots and Stripes, 
ever loyal to the King, begin a quest 
for the key to happiness. This heart-
warming musical play will help you see 
that the true meaning of happiness is not 
money, power and fame, but treasured 
friendships and life’s simple pleasures.

鄰近友好的中學也來助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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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周年校慶各科比賽得獎作品

中文科：110周年校慶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低年級組
冠軍
3A李逸朗、余鳯雲(家長)

真光創校百一年
聖訓承傳愛延綿

高年級組
冠軍
5A趙勵安、趙有全(家長)

真光普照一百一十載
舉校同慶主恩愛常在

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低年級組 3A李逸朗、余鳯雲(家長) 1A靳布、解慶華(家長) 1A文諾軒、廖曉丹(家長)

高年級組 5A趙勵安、趙有全(家長) 4B劉采瀅、鄭賜兒(家長) 6B何祖德、吳海恩(家長)

中文、音樂及宗教科：110周年校慶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冠軍4B呂惠心

百一周年齊慶賀     原曲：賜我喜樂的心

願你我齊慶賀這校慶日子　齊慶賀一百一十周年

願和平　喜樂　仁愛　一起建立　一起發揚真光精神

願我成為　願你作個　大家成為真光好孩子

一同慶賀　一起歡欣　百一周年齊起舞

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4B呂惠心 5B雷榮恩 6A黎慧瑩 4A談天朗
4B劉采瀅
4B杜鎧婷
5B陳迦霖
6A蘇靖喬

各級冠軍作品

得獎名單

班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陳逸熹 1A張栢衍 1A譚穎詩

二年級 2B林卓均 2B朱寶晴 2B黃卓恩

三年級 3B吳卓翹 3A何嘉穎 3A蘇祉元

四年級 4B呂惠心 4A李嘉穎 4B劉采瀅

五年級 5B雷榮恩 5B黃湣惠 5A梁紫希

六年級 6A蘇靖喬 6B楊淑婷 6B李宇晴

1B陳逸熹4B呂惠心5B雷榮恩

英文科：
110周年校慶海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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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10周年校慶書籤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

班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A張栢衍 1B張杞朗 1A郭柏言

二年級 2A談芷晴 2B劉恩彤 2A鄧詠茵

五年級 5A梁紫希 5A楊寶琪 5A張巧炘

六年級 6A蘇靖喬 6B李宇晴 6B張敏然

數學及電腦科：
110周年校慶書簽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

班級 冠軍 亞軍 季軍

三年級 3B鄧景浚 3A庄冠鋒 3A黎家豪

四年級 4B何宛靜 4A曾玉婷 4A黃起起

視藝科：
110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2B温蘊楨 1A張栢衍 6A黎慧瑩 1B馮醴禾
4B呂惠心
5A樊綺琪

6A蘇靖喬 2B林卓均

3B吳卓翹

1A張栢衍 2A談芷晴 5A梁紫希 6A蘇靖喬

3B鄧景浚 4B何宛靜

2B温蘊楨

標誌設計含意
    「真光」取義於聖經寶訓「光耀塵世」。學校
根據聖經的教訓，教養孩童，指引當行的道路，
使他們樂於學習。標誌喻意師生齊齊舞動起來，
迎接110周年校慶，未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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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保育文化」為主題，為五年級學生舉辦了「澳門三天保育文化之旅」，安排他們到澳門進行境外

學習活動，以探索當地政府在文化保育方面的工作和成效。此外，我們又為六年級的學生舉辦了「台灣四天環

保文化探索之旅」，讓學生透過實地考察，了解當地的環保工作，亦藉此擴闊學生的視野，並培養學生關心社

會的態度。

澳門三天保育文化之旅

是次境外學習活動以學生為學習主導者，當中的活動多元化，包括考察、參觀、匯報、文化遊縱等。透過

豐富的學習經歷，讓學生深入探討澳門的文化、藝術、風俗、民生等方面的發展；又讓學生想方設法完成各項

預設的任務，建構他們的共通能力。此外，活動重視學習的成果分享，透過每天的晚會，可以讓學生反思，以

及分享學習成果。而為了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學生需負責營舍內的自理工作，如收拾房間、輪流清洗碗碟等

工作，希望學生獲得全面而均衡的發展。

境外學習交流─澳門

通過細心觀察、用心探究，同學們
加深了對澳門保育文化的認識。

在文化遊蹤活動中，同學們要運用閱讀地圖的能力，以及協作、溝通
和解難等共通能力來尋找不同的文化遺產，任務殊不簡單呢！

經過一天的考察後，老師和同學們都用心地檢視考察

所得的資料，並認真地向其他同學分享得着呢！

這次澳門之旅不但讓學生學會
照顧自己，還學會關懷別人，
他們確實成長了不少啊！

同學們在參觀不同的文化古蹟時，要先向組員介紹預先準備的古蹟資料，你看他們多認真！

考察

文化遊蹤

成果分享

收拾床鋪 清潔碗碟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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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記者：  4A黃起起  4B鄧寶駿  5A方家寶  5A屈善思  5B關雨伶  5B黃湣惠  

行程

到澳門博物館、大炮台考察，令同學大開眼界。

同學當小導遊，向組員匯報
搜集得來的資料。

三天澳門文化保育之旅終於完結，
同學們依依不捨地離開訓練基地。

同學們在觀光塔上飽覽美景，並大快朵頤，品嚐豐富的自助午餐。

楊老師的膽子也不小，竟不怕

高，與學生一起躺在離地六十

層樓高的玻璃地板上呢！
大家都滿載而歸呢！

同學最興奮的是到澳門科學館參與別開生面的恐龍展覽劇場。

在遊蹤活動裏，同學們除增加對

澳門文化古蹟的認識外，還體驗

到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自理訓練中，大家培養了

協作及互助服務的精神。

3月22日(第一天)

參觀 澳門博物館、大炮台、鄭家大屋、	

	 崗頂前地及劇院

3月24日(第三天)

參觀 觀光塔 遊覽 官也街

3月23日(第二天)

文化遊蹤 哪吒廟、大三巴牌坊、耶穌會紀念廣場、大聲公涼茶、議事亭前地

參觀 澳門科學館、賽車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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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天環保文化探索之旅

本年度學校於三月廿一至廿四日為小六學生舉辦了「台灣四天環保文化探索之旅」活動，冀望能透過實地

考察，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加深他們對當地環保工作和風土文化的認識，並培養他們的自理、溝通、協作等

能力。

第一天

第二天

出發

秀才里環保小學堂及植物銀行

深坑國民小學

淡江紅樹
林生態館

淡水老街

六年級學生為是次的旅程做足準備，
期待已久的台灣之旅正式開始!

第一站參觀了「秀才里環保小學堂」，學習利用果皮製作酵素
及廢油製作肥皂，又參觀植物銀行，學習珍惜資源。

於台灣深坑國民小學進行多項DIY活動，包括製作豆腐、
薄餅及蚊怕水，藉此實踐環保的理念。

與台灣學生以普通話分享彼此的
學習文化，藉此提升溝通能力。

校園內充滿環保的氣息，學生嘗試動手
為田園澆水灌溉。 在紅樹林裡找到不同種類的生物，如彈塗魚、招潮蟹、水筆仔等。

當然，我們也有四出搜尋台灣美食，
藉此感受台灣夜市的風味。

境外學習交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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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防災科學教育館

誠品書店

鳳梨酥夢工場

 劉蔓瀅
我於防災館學習到火場逃生的方

法，例如當觸碰門鎖時，如果感到燙
手，就表示外面可能正發生火警，那
時我們就應該用濕毛巾把門縫封上，
以免濃煙進入室內。

  蘇凱怡
我很感謝溢恩同學，原因是她教會

了我獨立，並常常安慰我！

 杜國榮
我感謝老師帶領我們進行境外交

流。老師，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

學生在此學習各種天災人禍的防禦措施。
館內設有體驗區，學生親身感受地震
帶來的威力，並學習如何應對。

經過培訓，面對濃煙，
我們也處變不驚!

學生在書店中，搜羅各種書籍，延續喜愛閱讀的精神。

於台灣的最後一天，我們
到維格餅家學習製作鳳梨
酥，大家都興高采烈，更
準備將自製的鳳梨酥送給
家人，以表敬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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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於小一、小二、小三及小六年級推行跨科專題研習，配合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在真切情境中

學習，這樣有助他們深入理解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學會的知識，更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接觸不同的

人、環境和情況，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全方位學習活動

一年級學生由老師帶領到超級市場購物，學習運用香港的貨幣及正確地依標價牌付款。

二年級學生參觀「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學習有關食物和環境衞生的知識。

三年級學生參觀「香港濕地公園」，從中認識濕地及了解濕地的重要性。

六年級學生參觀立法會大樓，提高他們對立法機關的工作的認識。

六年級學生於「戲棚粵劇齊齊賞」活動中，除了有機會欣賞粵
劇折子戲《長坂坡》及《華山救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更
有學生粉墨登場，穿上戲服，真是一個難得的學習經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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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為了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使他們養成積極、活躍的健康生活方式，學校為學生安排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使他們獲得豐富的學習經歷及從愉快中學習。

於「保蛋行動」中，學生透過保護雞蛋，從而
體會父母對他們的愛，常存喜樂之心。

於『開心「果」月』活動
中，學生會自備水果回校食
用，冀望他們能漸漸養成健
康的生活習慣。

學生樂於參與物資捐贈活動，
把愛心傳送給有需要的人。

於「服務學習計劃」中，小四學生進入
社區，到長者中心探訪公公婆婆。

農曆新年前，小五、小六學生帶同禮物前往探訪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祝福。

於「謝謝師長大行動」中，小一學生帶同心意卡及小禮物返回幼稚園探望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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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繼續參加由教育局資助的「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四至六年級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活動，

例如小組活動、親子活動、訓練營會……以協助他們增強情緒管理的能力及抗逆力。同時，學校亦舉辦了不

同的輔導活動及小組，例如專注力訓練小組、四至五年級精英部隊、升中工作坊……讓學生從不同的學習經

歷中，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成長的天空」計劃

輔導活動及小組

小四挑戰日營：
學生參與各項挑戰活動，磨練意志。 小四再戰營會：

學生參加宿營活動，學習自理。

小四愛心之旅：學生設計感謝卡送給學校職員，表達感恩之心。

小五戶外活動：
學生互相合作和支持，完成各項

任務，及後一同享受訓練成果。

小四親子日營：
家長和學生一同體驗難忘的親子時間。

小六愛心之旅：學生參與社區義工服務，為長者提供健康資訊。

「和諧校園」學生講座

扭氣球班

漫畫班
四至五年級精英部隊

六年級升中工作坊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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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周年校慶嘉年華
暨便服日小食義賣

家校親子旅行
 3月20日的親子旅行最吸引的要算是淺水灣3D藝術館了，大家都禁不住在栩栩如生的立體圖畫前擺出

各種有趣的動作，真是維肖維妙！當天各人還暫時放下緊張的生活，在赤柱閒逛、購物和欣賞風景，可謂樂

也融融。

8月 於小一迎新日介紹家教會工作、
招募新會員和擔任家長義工

9 月 舊校服義賣活動

12月 參與祝誕活動，協助場務工作及
贊助禮物

1月 110周年校慶步行籌款活動

2月 擔任運動會家長義工

擔任升中模擬面試考官及場務義工

110周年校慶嘉年華暨便服日

3月 家校親子旅行

4月 家長講座：「作孩子的情緒教練」

家長學堂(與學校社工合辦)：
「爸媽──孩子最貼心的治療師」

舊校服義賣活動

5、6月 母親節及父親節獻愛活動

7月 校服回收活動及家教會聯歡會

全年 午膳監察及協助學校推展活動

看，家教會委員多齊心落力！

兄弟班難得在赤柱肩並肩！ 同學們的精彩扮相。

全 年家 絮活教 花動會2015-2016

家校合作

在校慶嘉年華會中，我們安排

了一個小賣檔，藉此難得機會給同學

選購自己喜歡的小食，他們都表現得

十分雀躍。既可為學校出一分力，又

可買到喜愛的小食，真是一舉兩得！

難怪香脆可口的小包薯片和薯條不消

一句鐘便全部售罄呢！

2月

9月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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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父母和子女眼中的快樂家庭是怎樣？我們共訪問了七個家庭，亦請來四位同學畫出他們的心聲。

爸媽最想/不想子女：
✓開心快樂、和睦共處、懂得感恩及自動自覺做好本分
✓無禮、沒有責任心及常看電視
其餘訪問內容如下：
1.跟爸媽/子女最難忘的時刻是……
2.開心家庭是要……

子女最想/不想爸媽：
✓給自己看電視，和他們一起去旅行、玩遊戲
✓禁止看電視和責罵自己

1.與子女一同去	

	 旅行。

2.一家人在一起	

	 會互相體諒。

1.在妹妹出世	

	 前，爸爸媽	

	 媽帶我到公	

	 園玩。

2.要時常笑。

1.最開心是星期	

	 六的family		

	 day,	一起去	

	 不同的地方，	

	 例如科學館。

2.大家願意溝	

	 通，有不開	

	 心的事便坦	

	 誠傾訴。

1.幾年前到澳	

	 門吃東西。

2.家人之間不	

	 要互相指責。

1.到泰國和	

	 韓國旅行。

2.不爭吵。

1.最難忘是有一	

	 次，哥哥在上學	

	 途中暈倒，妹妹	

	 很懂事會主動幫	

	 忙拿書包。

2.最理想是有家庭	

	 日，進行戶外運	

	 動，培養孩子良	

	 好情緒。

1.日常的遊樂時	

	 間，如一起去	

	 騎單車。

2.不給予太大的	

	 壓力，不過份	

	 追迫功課。

1.一起到濕地公	

	 園看彈塗魚。

2.家人健康，大	

	 家一起玩及談	

	 心事。

1.兒子嘻嘻笑。

2.一家人融洽相	

	 處、互相溝	

	 通，營造開放	

	 輕鬆氣氛。

1.一起吃飯。

2.做事準時利	

	 落一點，令	

	 爸媽開心。

1.與子女去公園	

	 玩，每次亦感	

	 到很開心。

2.在家中充滿父	

	 母的愛。

1.爸爸媽媽帶	

	 我滑滑梯。

2.要時常笑。

1.在女兒還小的時候，	

	 我睡著了，她從床上	

	 拖來棉被給我蓋上保	

	 暖。

2.女兒不開心的時候，	

	 會給她一些小禮物作	

	 鼓勵；勉勵她只要盡	

	 力而為，不用過份追	

	 求學業名次。

1.爸媽陪我到長	

	 安旅行，在當	

	 地逛超級市場	

	 非常愉快。

2.可以經常看電	

	 視。

2A蘇悅希

4B朱建豪

1B方祖喬

4A梁樂晞

3B譚皓晴

1B林穎欣

4A吳嘉敏

1A譚穎詩

2B劉柏希

3A陳惠淇

3B温朗月

✓
×

✓
×

的 快我 樂眼 庭家中街頭訪問

快樂家庭由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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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受訪者：余國健先生
社會科學碩士(輔導學)及社會工作學士
余：余國健先生      問：陳婉詠女士

家長教師聯誼會很高興訪問了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余國健
先生──「心靈階梯」培訓總監，了解他如何看「快樂家
庭」。余先生致力於家長教育及教師培訓工作，曾於今年
四月獲本會邀請到校進行家長講座，備受好評。

問：社會普遍認為需贏在起跑線而致虎媽、繁重課 
 外活動及補習，你看法如何？

余：孩子未必要趕上前列位置，如馬拉松比賽策略 
 是著重長遠目標進發的。重要的是家長要從小 
 培養孩子的責任感、生活規律及節制等美德。 
 上了中學，他們才會按個人目標和興趣努力前 
 進，或許起步比別人遲，但是社會仍然有很多 
 出路，讓他們邁步。

問：是哪出了問題？是社會制度、文化出了岔子  
 嗎？我們應該如何易地而處？

余：第一，生育率低，家長的期望都放在一或兩個 
 子女身上。第二，資訊發達，智能電話的群組 
 訊息容易傳遍家長，在壓力和不甘比下去的情 
 況下，父母便希望子女參加各種興趣班或補習 
 班。第三，親子商品化，一些父母會盡能力購 
 買優質師資培訓課程給子女，務求子女較優  
 勝。

 背後「輸不起的豈止是孩子」呢？孩子的能力 
 跟金錢是不成正比的，不要以為單靠金錢、物 
 質或催谷能加強他們的能力。父母要平衡利 
 害，不要犧牲了他們的學習興趣、閒暇、創意 
 空間或和家長一起「癲」的時間。

問：身為家長，我們可以如何不跟潮流走，而能夠 
 孕育出快樂堅強的新一代？

余：社會有很多方面的衝擊，為人父母要堅守原 
 有的價值觀，培養有品德的一代，讓家庭有 
 「愛」，是我們唯一的責任。「愛」就是接納 
 小朋友有時雖然表現「比較遜色」，但仍然支 
 持、鼓勵和愛錫他們。

問：要成為「快樂家庭」 需具備什麼元素？

余：快樂不同於開心。因開心可以用金錢獲取(如 
 購物、看電影)，但不等同於擁有快樂家庭。 
 快樂家庭有兩元素﹕第一，需一家人共同分享 
 開心時刻及面對憂傷日子；第二，是每個家庭 
 成員均能作出貢獻及參與，自然令家庭快樂滿 
 溢！

問：你如何經營「快樂家庭」？可以與我們分享你 
 的經驗嗎?

余：為陪伴子女成長，當他們的嚮導及玩伴，我在 
 子女年幼時選擇了成為全職爸爸。令我可以在 
 他們受挫時從旁鼓勵，培養抗逆力(AQ)，更 
 可一同創造歡樂時光。建立一個特定家庭時間 
 也很重要，如進行探訪或遊戲。但夫婦需有共 
 識及協調，否則，除了令子女無所適從，更令 
 效果抵銷。

問：可以給現今雙職家庭一點心得，如何平衡工作 
 和家庭生活嗎？

余：雙職父母可考慮於每日及每星期安排一個特定 
 時間陪伴子女，如每日傾談十分鐘及於假日到 
 超市或圖書館。這樣不但令小孩盼望與父母進 
 行各種活動，也有一種完全擁有父母的感覺。 
 重要的不是陪伴時間長短，而是應當全情投 
 入，不是一邊玩電話一邊陪伴呢！雙職父母為 
 子女找補習老師協助完成家課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到六、七點回到家便可以一起吃飯、一起 
 玩，那何樂而不為呢！

先 生余 專國 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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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快樂家庭……
主席的話

我愛我的家。我的家有一位非常疼愛我的丈
夫及兩個可愛又活潑的兒子，一家四口，樂也融
融！每個周末的晚上，我們都會擠在沙發上一起
看電影，感覺多溫馨。而我們最渴望的，就是學
校的長假期。因為一家人可以一決高下，不分晝
夜的玩大富翁和生命之旅，十分刺激。

有時候我們也會經歷一些辛苦的日子，就是兩
兄弟的測驗和考試，我和丈夫會陪伴在他們左右，幫
助他們温習，為他們打氣。直到考試完結之後，我們便會唱卡拉
OK輕鬆一下，還會出外大吃一頓，日本放題是我們的最愛呢！

對於我來說，能夠和家人一起經歷快樂和困難的時候，便
是「快樂家庭」。這個就是我的家，我會一直用心愛下去！

李淑嫺女士

分享「快樂家庭」的元素

1B褟穎然家庭 2A馮芷澄家庭

6B周卓楠家庭

家
校
合 作

二
零
一六年七月

元朗真光小學家長教師會元朗真光小學家長教師會 訊訊會會

庭 由快 我樂 創家

老 師校 專長 訪及

家教會會訊編輯：陳婉詠女士、莊麗賢女士、趙秀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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