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考察團令我認識了中山大學珠海校區和

澳門大學。我覺得這次交流團最令我開心

難忘的地方是珠海的圓明新園和澳門的觀光

塔。在圓明新園看到很多古代的建築物和交

通工具，在近門口的地方還可以給大家穿着

古代的衣服拍照，那些衣服都很漂亮。在澳

門觀光塔上一邊吃自助餐，一邊看風景，非

常舒適。我們還在餐廳內，看別人跳笨豬

跳，非常刺激。如果下次再有交流團的話，

我一定會再參加。

勞桂倩（2C）

今次是我第一次參加考察交流團，原本我以為會很

沈悶，經歷過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首先，導遊很盡責，到每一個地方，她都會講解得

很詳細。在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她會第一個下

車，然後站在車門口，提醒我們小心梯級。此外，

這次考察的地點都很適合我們，大部分都是著名的

景點，例如圓明新園、大三巴和官也街等等。

今次交流團令我覺得最難忘的是去澳門大學參觀。

原來澳門大學有澳門的二十分之一那麼大，因為太

大，所以學校用「東西南北」來命名房子。學校更

有十個學院，還有榮譽學院呢！

陳靜文（2A）

經過這次考察交流團後，令我最難

忘的環節是在澳門觀光塔裏參觀，透明的地

面令我彷如置身空中的感覺，既興奮又刺

激！最開心當然是去官也街買手信，十分快

樂！

這次考察也去了澳門大學，我已經是第二次

去了。記得第一次參觀的時候，我已經定了

這所大學是我的目標，連爸爸也支持我的選

擇，所以我決定努力考入這所大學，不負爸

爸的期望。

林彥沂（6D）

九龍深水埗興華街西九號　　電話： 2729 3211　　傳真： 2725 1779

德貞女子中學家長教師會出版

首先歡迎所有加入德貞的新同學，成為我們這個大家庭的一份

子，與一眾師生投入校園生活。在此本人亦要向各家長致以衷心的

謝意，多謝你們一直對本校的關愛、信任及支持，為女兒們作無限的

付出及關心。

廿一世紀的社會，瞬息萬變，面對迅速變遷的環境，同學們需要作

好準備，不斷學習，與時並進，迎接各項新挑戰，並朝著終身學

習的目標前進。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已達二十三年，本人要藉

此機會向各屆主席及各委員致以衷心的謝意。謝謝你們多年來

的努力，有效地結合家庭與學校的力量，令家教會會務蒸蒸日

上。本人更深感慶幸，因為家長都能了解學校及老師們面對的困難，積極配合校方的政策，使同學

都能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中獲得均衡的培育和發展。

最令本人感動的就是各委員之間的默契，在進行許多活動時，各委員那份「全情投入」，彼此的支

援及照顧，讓大家仿如一家人。而你們無私的參與，正正為女兒們作了最好的榜樣，令本人再一次

感受到「德貞大家庭」這份團結的精神。

我們深信每一位同學都是獨特的，她們擁有不同的潛能，現階段猶如未經雕琢的璞玉。希望大家珍

惜在德貞的校園生活，遵循老師的教誨，時刻與同儕切磋互勉，努力學習，並謹記「禮、義、廉、

恥」的校訓，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盡展所長，發揮潛能。

最後祝願學校每一位學生、每一個家庭和所有教職員工都能獲得基督

的聖寵和聖神的恩賜，活在充滿「愛」的團體內。

主佑各位！

「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回想第一次戰戰兢兢和囡囡過馬路的情景，

沒有想過現在是由她帶領我走每一段路！我們不是天生就懂做人家長，

家長這個角色真的很難做！尤其是在21世紀，資訊發達的年代，「打不

得、罵不得……只能作同行者！」

學習是永無止境的，這一年，我學會了很多的知識，亦和大家分享了

很多故事！今年幸運地能當上主席一職，在大家的輔助下完成任務，真

的非常感恩及感謝！

二零一七年十月   第二十三期

今次參加這個交流團令我見識到中山大學和澳門大學的

校舍，實在讓我獲益良多。雖然因為考試而不能參觀中

山大學，但在大學生的一番介紹下，令我對其大學也有

一定程度的認識和了解。當我一到達澳門大學，我就覺

得這兒充滿書卷味，也裝修得美輪美奐。而看見澳門大

學的模型，我覺得澳門大學的校舍非常龐大。日後，我

可以考慮一下在這裏發展，如果能夠入讀，也不錯。總

而言之，我現在要努力讀書，打好基礎。

這次旅程最令我難忘的是，原來平日在校內比較嚴肅的

老師，也有「充滿活力」的一面，與大家打成一片。當

中，亦有非華裔的家庭參加，大家不分你我，玩得很開

心，還一起慶祝生日。今年，我很感謝同行的各位對我

的照顧，明年，如果再有類似的交

流活動，我定會踴躍參加。

黎凱盈（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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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心聲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時光如流星般繁華易逝！驀然回首，

在六年中的點點滴滴，讓我們回味無窮——有快樂、有酸

楚、有寂寞、有同樂。

是啊！在這裡，見證了我們六年的成長，見證了我們三年

來的酸甜苦辣，見證了我們的青春與朝氣。當然，這些

年，我們並不孤單，因為有老師和同伴攜手奮戰。

剛踏入德貞，一切是那樣陌生：嚴格的校規、不熟悉的校

園、一張張新面孔，差點兒令我喘不過氣。幸好，德貞每

位良師成為我在汪洋大海裡的一盞明燈，清晰指引我前行

的方向，讓我能朝著自己的目標航行。

還記得中三時選科的苦惱、中四時校本評核的迷惘、中五

時為學會拼命的汗水、中六時為文憑試奮鬥的時光……一

盞盞「明燈」依然願意照亮我們，使我得以闖過難關。我

要感謝我的老師，讓我逐漸長大、懂事了。我將好好學

習，飲水思源，回報老師。

德貞亦送了我第二份禮物——朋友。六年前，我們帶著戰

戰兢兢的心情來到這裡；六年後，我們懷著沉重、緊張的

心情步入考場；今天，我們帶著不捨之情與彼此分開。同

學之間的情誼就像一杯淡淡的清茶，只有細細品味，才能

在心靈深處感受到它的香醇。雖然只是短短數個學期，但

是留下的記憶絲毫不亞於那漫長的六年，曾經以為的孤

獨、無助，被熱情和友好取代。回想起那些歲月，那個總

是陪我去小食部買零食的姐妹；那個總愛說我胖的前桌；

還有那個總愛睡覺的後桌；老是和我吵架的好朋友，那些

酸甜苦辣，都充實著我在德貞的每一天。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三年前，望著一張張陌生而稚氣的臉，想到要與她們做同

學，我真的好高興。今天，望著一張張熟悉而成熟的臉，

想到就要與她們分別，心中不免有些感傷。同學們經過三

年的風雨，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雖然我們有時會吵架，甚

至打起來，但最後還是和好了。讓我們牢記：在我們離別

時，不會有遺憾；在我們回憶時，不會有悔恨；在我們重

逢時，不會有眼淚。希望同學們堅定走自己的路，闖出自

己的一片天地，向著美好的未來飛翔！

德貞之花燦爛盛開，我深信無論去到何方，德貞精神永遠

長存於大家心中！終有一天我們會一片歡騰地相聚，繼續

把德貞之光照亮每個角落。

王小玉女士

畢業生感言

兩日一夜的「珠海澳門親子考察之旅」在笑聲中結束了！

回想路途上的一點一滴，都使我甜在心頭，亦因為有了回

憶，我和女兒的感情也增進了。我們參觀了珠海和澳門兩

所大學，大學的氣氛感染了我們的心。回港後女兒也不時

提起，希望此活動能成為女兒進入大學的原動力！

鍾惠娟女士

珠海澳門考察之旅

今年，小女葉詠璇念中二級了！第一次，帶大B和細B出席

我母校校友會聚餐！當晚，我帶著兩個女兒，認識曾教導

我的老師。當中教數學的吳老師雖然已退休多年，但仍專

程由加拿大回港參加聚會。他是我當年的班主任，沒想到

相隔廿多年了，他竟然還記得我！我非常開心，因為証明

我保養得很好！

我和大B、細B幸運地抽到很多禮物，滿載而歸！整晚都充

滿無限的歡笑聲，非常開心，來年我一定繼續帶同大B、

細B一齊出席聚會，感受氣氛！

吳嘉慧女士

校友會聚餐的感想

今年是我第五年參加學校敬師日活動，在整個活動中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高唱良師頌的一刻。老師、學生大家手

牽手，心連心，最後更真情流露地高呼：「老師，我愛

您！」

老師最大的鼓舞當然是看到學生學有所成。家長教師會也

準備了小小心意—甜甜的梨，表達對老師們的敬意，「謝

謝老師悉心、辛勤的教導。」

吳美芝女士

敬師日

這一年十分榮幸能夠擔任委員一職，令我感受到女兒能夠

就讀德貞的幸福，亦更加了解學校的運作。在參加聖誕聯

歡會時，能感受到歡樂的氣氛！

梁金華先生

聖誕聯歡會

在6月22日，我們出發去珠海和澳門進行兩日一夜的考

察。我們參觀中山大學和澳門大學，真的大開眼界。特別

是在回港時看到的那座新碼頭，地方真的很大，好像機場

那樣宏大。今次的考察，本人麻煩了老師，令大家掛心、

支援及幫助，內心很感謝主耶穌的大愛，保護我們順利回

港。這次的考察，真的很難忘。願主祝福大家！

鄧艷萍女士

珠海澳門親子考察之旅
God bless everyone. I’m Tina Lam, I have been a PTA member 
for four years. Every time there is an event held at school I 
love to join because I feel happy with my PTA members. I’m 
glad and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the last Sports Day. All the 
PTA members who joined felt excited, warm and hono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nning competition. We were also assigned 
to help judg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eering squad for the 
six houses, and we found out that they all made full effort to 
win the games.

The Sports Day was full of funny and exciting events that made 
me satisfied. I wish that I could see you all again in the events 

of next year especially for the new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s. Tina Lam

Sport Day

為慶祝普世歡騰的聖誕節，家長教師會於2016年12月21日

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家教會一如以往，執委與

家長義工們會帶來心意食品在聖誕聯歡會中與大家分

享。當日我們還準備了Bingo遊戲活動，由家長教師會

送出抽獎禮物，大家都十分投入。家教會旨在加強家

校的溝通及增進家長之間的聯繫。透過活動，一方面

增加家長對其子女在身心各方面成長的了解，認識他

們的需要，以及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另一方面讓家

長彼此分享培育和教導子女的經驗，建立支持，互相

學習，以期達致「家長成長，子女成材」的目標。

林李惠芬女士

聖誕聯歡會

珠海澳門親子考察之旅

畢業禮

散學禮儀

深水埗區校際才藝顯光華2017

水果日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新春聯歡宴

新春篇–賀歲掛飾製作
升中資訊日

聖誕聯歡會

深水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中學博覽

義賣籌款

新春親子燒烤樂

新春篇 - 花藝

中六畢業生

中六畢業生梁焯鏵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