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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緊貼德信老師的最新資訊，讓同學進一步了解老師的一點一滴

     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何嘉傑老師，在學校負責任教

數學科及常識科。感謝天父的帶領，讓我能夠來到德信這

個大家庭，感謝天父奇妙的安排。希望在往後的日子可以

與德信仔一同學習、一同成長，成為一位君子，期望德信

仔長大後能夠活出校訓「勤而樂」，並且懂得回饋社會。

     何老師平時熱愛打籃球，希望日後能夠與同學一起享

受運動的快樂。願一切榮耀歸於天父！

                                                            何嘉傑老師

     各位好 ! 我是任教體育、數學和常識的張智聰老師，

而我的運動主項是足球和游泳。有幸能與楊老師負責訓練

田徑隊，期望能與田徑隊隊員享受訓練過程。

     熱愛運動的我，在空餘時間喜歡踢足球和行山，享受

運動的樂趣。希望德信仔也能培養出天天運動的好習慣。

                                                             張智聰老師

     大家好！我是趙慧穎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德信大家庭。

短短數月，已認識了不少活潑好動的德信仔，希望同學們

愉快地成長，成為一位具「勤樂仁勇」的小君子！

     我熱愛音樂和美術，平日會藉著聽音樂和彈鋼琴放鬆

心情，假日會參觀藝術展覽，開闊眼界。歡迎同學和我分

享你們喜歡的藝術家或作品，一起討論不同媒介的藝術。

                                                             趙慧穎老師

     大家好！我是鄭詠茵老師，本年度主要任教數學、常

識和視藝科。很高興可以加入德信這個大家庭，認識活潑

好動的德信仔，感受你們的熱情可愛，和你們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

       假期時，我喜歡到不同的地方旅遊，欣賞美麗的景

色，擴闊眼界。如果你們也有相同的興趣，歡迎隨時和我

分享啊！

                                                             鄭詠茵老師

     各位好 ! 我是資訊科技技術員盧永燊老師，很高興可

以加入德信這個大家庭。很榮幸可以在德信學校幫助每一

位老師和同學，解答電腦疑難。

     平時我喜歡攝影及旅遊，欣賞自然景色。如有共同興

趣，歡迎和我分享經驗！

                                                             盧永燊老師

     大家好，我是林欣儀老師，今年任教 1A 和 5A 中

文科。感恩天父帶領我來到德信學校。在這裡，我除

了聽到課室傳來的書聲琅琅，還在課室外看見你們真

摯熱情的笑臉。你們每一句友善有禮的「林老師」都

為我加添力量。盼望在學校、家長和你們每位德信仔

的投入下，我們可以彼此守望，同心同工，一起在校

園裡學習愛，愛學習，為世界帶來更多美好的改變。

                                                       林欣儀老師

Hello Tak Sun Family,

I am Miss Wong King Wan (Katheri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teaching a primary school in Hong Kong. I am glad to be 

one of the members in Tak Sun School.

This academic year, I am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English in 

P.2. I am also teaching P.5-6 English enrichment programme 

recently. Our boys are always energetic and wise. We have 

joyous lessons all the time. Besides, teachers are kind 

and helpful. With their support, I believe I will soon be 

integrated into this lovely family.

                                                            黃景雲老師

     大家好！我是任教中文和普通話的程荃老師。感

恩可以加入德信這個充滿關愛的大家庭。很榮幸，有

這個機會可以作為德信仔學習上的幫助者，見證學生

的進步與成長。在教的同時，我自己也常得到不同的

收穫，使我體會到「教學相長」的道理。

    我主修對外漢語教學，除了語言學，對於文學和文

化方面都有涉獵，所以，我喜歡體驗和感受生活，愛好

也比較廣泛，比如閱讀、欣賞藝術表演、旅行及茶藝等。

                                                          程荃老師

各位家長和同學：

       我很想跟你們分一件喜訊──我剛結婚了。

     還記得婚禮當天，我的婚禮差點兒因八號風球而取消。今天回想起來，我

真的非常感恩，因為這風球不單讓我經歷到天父的偉大和人的渺小，更讓我感

受到來自丈夫、家人、朋友、同事、家長和學生那滿滿的愛和祝褔。感謝他們

給我一個難忘、別具意義的婚禮。

     從今開始，我多了一個身份──妻子。願我能在天父話語的教導下學習成

為一位賢妻，也願我的家庭能給別人帶來祝褔。

     大家好，我是劉善群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德信大

家庭，給予我和同學們相處的機會。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老子 ‧ 第四十九章》

      上行下效，希望同學們以客觀的心對待每一個人，

先做好自身，然後把向善、守信的態度感染身邊每一

個人。

                                                       劉善群老師

何秀儀老師喜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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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信劇團
     本校參與油尖旺區議會的「藝術在社區」計劃，邀得專業劇團

「劇場空間」派出導師教授。導師之華老師畢業於英國倫敦音樂劇

學院及取得皇家中央演講和戲劇學院音樂劇專業文憑，曾於英國及

本港參與多齣音樂劇及話劇，具豐富的演出經驗。之華老師於課堂

中，安排多個有趣的劇場遊戲，從中訓練學生的演技，學生表現投

入，亦很快掌握了一定的舞台技巧。稍後德信劇團的演員會於校

內演出，同時亦會參加本年校際話劇比賽，真期待他們精彩的演

出啊！

Tak Sun School attends the ISLM Scheme this year. We focus on the Bookmark Exchange 
Project. It involves matched schools making homemade bookmarks to exchange by POST 
with each other in November. It is a simple way, fun way of sharing the pleasure and delights of 
books and libraries and of making new friends through school libraries worldwide.
Come and join us!

Levels School Names Country
P.1 Lake Pointe Elementary School USA

Hunter Valley Grammar School Australia
P.2 Southwater Junior Academy United Kingdom
P.3 Southwater Junior Academy United Kingdom
P.4 Southwater Junior Academy United Kingdom
P.5 Live Oak Middle School USA
P.6 Killicomaine Junior High School Northern Ireland

Trinity Valley School USA

Miss Wan Pui LamInternational School Library Month (ISLM)

 The pairing up schools are as follows:

1.Hello! Nice to meet you!
2.We are making the bookmarks for you.
3.Bookmarks made by P.2 Boys
4.Bookmarks made by P.1 Boys
5.Madison's introduction of Louisiana
6.Wonderful Bookmarks!

7.Bookmarks from our P.5 Boys
8.Fantastic Bookmarks!
9.Marvellous Bookmarks!
10.Bookmarks from Louisiana (LA) students
11.Come and jo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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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ings from the USA
We are  so  exc i ted  to  be 
exchanging bookmarks with 
your school. We are a school 
in Watson, Louisiana, which is 
a state in the US. Our school 
has 740 students in Grades 5 
and 6. We are near the cities 
of Baton Rouge, which is our 
state capital and New Orleans. 
Our state is one of 50 in the 
US and we are located in the 
south. Louisiana is known for 
its Cajun food, swamps and 
our Mardi Gras celebrations. 
We  h o p e  y o u  e n j o y  t h e 
bookmarks we made for you!

Sincerely,  
Students at Live Oak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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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鶯副校長

No�Homework@Fun�Day
 11 月 9 日及 10 日，我們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校本學
習活動 --“No Homework @ FUN Day”，當天孩子不但可以感
受「零」功課的樂趣，暫時放下繁忙的功課，透過另一種形式
去學習和經歷，讓孩子與家長有更多親子時間。活動內容豐
富，包括：科技增潤、甜品達人、桌上遊戲、魔術之旅、教育
巡迴劇及攤位遊戲，兩天活動，學生全程投入 !

 科技增潤環節中，學生透過身體力行去感受 STEM 的樂趣
和擴闊眼界，他們不但有機會運用編程去控制機械人、製作空
氣炮、在導師指導下製作「分子料理荷包蛋」， 同學不但表
現無比興奮，更加深認識科學原理，導師更讚賞德信仔有探索
精神，很有潛質成為未來科學家 !

 一眾義工家長更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透過無火煮食，
設計精美的甜品款式，親身示範並指導孩子製作，由事前策
劃、籌備、購買材料，以致分工，都精心策劃，兩天活動中，
校園處處充滿歡樂的學習氣氛，各年級的學生亦從不同的活
動，發揮他們的「小宇宙」，展現無限創意。

 是次活動能順利進行，除了感謝全校職工、老師上下一心、
通力合作外，更要感謝各級家長義工，為孩子作出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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