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家庭的家長，異
口同聲地表示很開心子女能在
這個充滿愛的環境成長。

鴨脷洲街坊學校
Aplichau Kaifong Primary School

家長心聲
鴨脷洲街坊學校是一所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
好學校。老師會主動聯繫討論元元的學業、人際關
係發展等。老師的意見，反映出他們日常對學生的
留心。對此，外子和本人由衷感激。元元做事比較慢，
而且中文欠佳。一年級時，尤需班主任張老師多費神。

在學期開始的時候，小兒在小一適應上遇到不同程
度的困難。我們非常感謝老師無私地對小兒給予不同程
度的支援，還會找時間和我們互相交流，分享在家在校
的情況，互相調節和配合。再者，老師教導同學正向的價值
觀、待人處事和尊重師長，也令小兒在充滿愛的環境下學習和
成長。
轉眼間，一年級很快便完結了，現在小兒變得很喜
歡上學，在適應上已有很大的進步，感恩我們選對了學
校，再次感謝校長、主任、老師、社工、書記、校工叔叔
和姨姨。

但每天回家，她都高高興興。元元對校園生活甚感
興趣，學習也不抗拒。雖不至孜孜不倦，但亦態度正
面。今年學校面對疫情的挑戰亦迎難而上。起初的網上
教學流程或未臻完美，但不斷進步，而且並不只著重
主要科目。元元每天也有跟着影片做護脊操呢！末
了，再次感謝貴校上下對元元的愛護和教導，幫助她
健康快樂地成長。

一位來自1A班的家長

你學我 又 學

2021年1月

由於疫情的關係，除
了學生需要適應新的上
課模式，老師也要不斷自
我增值，以提升課堂的趣味性。
為提供多元學習環境，於停課期
間和復課後，學校也舉辦
了不同的課外活動。
上課不忘鬆一鬆

鴨脷洲街坊學校是一間校風純樸的學
校。除了教授知識外，還為同學提供多元化
的課外活動，發掘他們不同的潛能，更會因應
同學的個別需要而予以支援。我很慶幸為一寧選
擇了這間學校，女兒的進步有賴老師們無私
的付出和教導，為學生營造一個輕鬆、快樂
的學習環境。衷心感謝您們！

2A 韋元安家長

學習有效又輕鬆

鏡頭下的小演員

4A 李一寧家長
校長「疫」會ZOOM

鴨脷洲街坊學校是一間很有愛的學校，她給我的感覺就
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學校除了教導每一位同學知識之外，還
會教導他們怎樣跟其他同學相處，發掘他們的長處，老師還
會運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來提升同學對學習的興趣。非常感恩浩霆
可以入讀這一間充滿愛的學校。看到每一天囝囝都很開心地上學放
學，我就知道我沒選錯學校。很多謝校長、每一位老師、書記和工
友叔叔嬸嬸對同學的照顧。特別要鳴謝2A班班主任張敏桂老師，
從囝囝口中知道張老師是一位剛柔兼備的好老師，2A全班同學都
很喜歡她。每逢聖誕節或運動日表演，張老師都會很用心地安排一些
特別的表演環節給他們參與，令到他們都很開心。我真的深深感受
到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同學的愛，很感謝張老師為他們的無私付
出。每一天我都很放心將浩霆交給學校。學校對小朋友來說應
該是一個很有愛的大家庭，除了學習書本上的知識，還可以建立
同學的自信和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作為家長亦很開心和欣慰見
到浩霆的不斷成長，這都是有賴各位的幫忙及照顧。

2A 郭浩霆家長

聯絡資料：
地址：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利東邨道9號
電話： 2871 1669   傳真： 2871 1716
電郵： akps@akps.edu.hk   網址： https://www.akps.edu.hk

非常感謝學校對孩子的培養和教育，給
了女兒這麼好的學習環境，讓她能夠在學
校這個溫暖的環境裏接受教育和成長。能有這樣
的一群老師一 給孩子知識的力量，給孩子
無微不至的關懷，給她充分發揮自己聰明才
智的空間。我由衷地感謝學校和老師，有時
真的為孩子感到幸福和高興。在這裏我特別
感謝女兒的班主任一 曾主任和各科的老師。
曾主任、林主任、袁主任、李SIR、何老
師等，都是一些優秀的老師。他們能因材施
教，掌握學生的特點，鼓勵學生，培養學
生的自信，這一點作為一個教師來說是難能
可貴的。我的女兒每天的進步，都可以說是
這班老師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能遇到這班優
秀的老師，是女兒的福氣，是我們全家人的
幸福！衷心地向您們說一句：老師，您們辛
苦了！請您們保重身體，一起加油！

清潔擋板我做得到
全神貫注學多啲
在家功課遇煩惱 ，
電腦面前 ZOOM 一 ZOOM

一人一花

在家都種得

擂台爭霸

決一勝負

5B 何靜旻家長
裝備自己 作育英才
創意聖誕帽

玩到又戴到

（老師獲得「香港大學2019-2020國際傑出電子教與學比賽小學中文組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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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得到不同機構的支持，讓同
學能在健康和資源充足的環境下繼
續學習。本着「推己及人」的精神，
同學們也以不同方式為幼稚園老師打
氣。在疫情下，我們更需要傳遞盼望
與關懷。

一機在手
有了上網卡

學生送您

上堂笑哈哈

贈你電腦

學習無阻

再無煩惱

窩心禮物

狐假「鼠」威

幼稚園老師加油！您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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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祝你生日快樂

攜手抗疫

與你同行

我校於停課期間，
不斷完善學校硬件設
施，多個地方以全新面
貌迎接學生，為師生提
供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集隊小息在操場

去到INNO SPACE  Explore你有Place

期待與你聚一聚

快來Dream Garden 讓夢想沸騰

空曠籃球場 快來打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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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文欠佳。一年級時，尤需班主任張老師多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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