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 (2017/2018) 第 43 號 
 
 

各位家長： 

有關「2017-2018 年度畢業禮」事宜 
 

本校將於 6 月 27 日(星期三)假元朗劇院舉行「2017-2018 年度畢業禮」，全體五、六年級學生

必須出席是日典禮，學習典禮禮儀。現誠邀各級家長踴躍蒞臨參加典禮，以便能分享及支持學生多年來

努力學習的成果。(詳見附頁邀請咭) 

為配合典禮，學校將有下列各項相應措施，敬請留意： 

    1. 當日一至四年級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2. 五、六年級學生、領獎生及老師已挑選參與典禮的學生，當日必須出席。 

 

表演生 

(英語話劇、手鈴隊、中國舞蹈、

藝術體操、粵語集誦、合唱團、

司儀學生、鋼琴伴奏生) 

接待童軍、 

致送母校紀念品生、傳燈生、 

致辭學生及領獎生 

其餘六年級 

學生 

其餘五年級 

學生 

帶隊老師 

 

各組負責老師 

 

各組負責老師 

(領獎生名單將於六月中 

通知有關學生) 

班主任 班主任 

服式 整齊校服或制服 整齊校服 

時間集合 (9:15a.m.) (12:45p.m.) (2:15p.m.) 

集合地點 

 

元朗劇院大堂 

 

前往場地方式 

 

家長陪同或自行前往元朗劇院 

 

午膳安排 
由學校負責安排 

(費用由校方支付) 

學生自行完成午膳， 

才前往元朗劇院集合 

典禮完結解散 

方式及時間 

學生可由家長到元朗劇院接回(約 5:30p.m.) 

或自行回家 

畢業晚餐 

屯門迎囍大酒樓   (屯門時代廣場南翼第 2 層 4 號) (6:00p.m.- 9:00 p.m.) 

有家長陪同的畢業生：必須自行前往晚宴地點 

沒有家長陪同的畢業生：必須乘學校安排的專車前往晚宴地點，於晚宴結束後自行回家。 
 
備註： 1.  領獎生名單將於六月中通知有關學生(詳見六月中乙類通告)。 

2. 6 月 28 日(星期四)為典禮後補假，全校學生於 6 月 29 日(星期五)照常時間上課及(12:35p.m.)放學。 

3. 五、六年級學生因特別事故未能出席者，請填妥學生手冊及致電校方告知請假原因。 

4. 為使典禮順利進行，請家長遵照元朗劇院規定，勿攜同六歲以下小童出席，並在典禮進行期間，敬請家

長不可離座攝錄及使用閃光燈拍照。 

5. 請家長慎重考慮出席人數，並準時出席及憑票入場。 

6. 如需求入場的人數超過場地限額時，校方將依下列編排作分配原則，以期座位數目得到平均分配。 

選取家長入場：(1)六年級學生及各級領獎生； (2)表演生、童軍及服務生； (3)其他年級學生。 

7. 如多於一名子女在校就讀，請由最高年級的子女填寫出席回條，並在其他子女回條上選擇未能出席部份。  

8. 家長須為子女量溫及記錄，若子女出現發熱、咳嗽或任何身體不適的情況，應立刻往見醫生，留家休息

直至康復為止(發燒痊癒者，請於四十八小時後才回校復課)。 

9. 惡劣天氣安排：如當天早上八時十五分後仍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停課，典禮將會取消。如當天教育局沒有宣佈停課，於典禮舉行前一小時

(即下午二時)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已解除，典禮將如期舉行。因天氣事故未能出席的學生，不作缺

席論。 

 

 

校長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  黃  寶  華  ) 
A0431718 



屯門官立小學   學校甲類通告(2017/2018)第 43 號《回條》 

黃校長： 

本人已知悉有關 6 月 27 日(三)「2017-2018 年度畢業禮」事宜。當日一至四年級學生毋須回校上課。五、

六年級學生、領獎生及老師已挑選參與典禮的學生，當日必須出席。6 月 28 日(星期四)為典禮後補假，我的子女於

6 月 29 日(星期五)照常時間上課及(12:35p.m.)放學。 
 

#表演生、接待童軍、致送母校紀念品生、傳燈生及致辭學生、五年級學生及 

六年級學生(不參加畢業晚宴)     # (請圈出學生的組別，名單詳見本通告附頁) 

 

子女將自行或由家長陪同前往到元朗劇院，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並於典禮後， 

在元朗劇院： 

□ 自行回家       
□ 由家長在劇院大堂接回子女 

 六年級學生(參加畢業晚宴) 

 

子女將自行或由家長陪同前往到元朗劇院，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並於典禮後， 

在元朗劇院：  

□ 由家長在劇院大堂接回子女，並自行前往屯門迎囍大酒樓。 

□ 由老師帶領乘學校專車前往屯門迎囍大酒樓。      

 表演生、接待童軍、致送母校紀念品生、傳燈生及致辭學生、五年級及六年級家長 

 

本人* □   未能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 
 
□   將會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 

       (家長出席人數共________人) 

           如有多於一名子女在本校就讀，請由最高年級的子女填寫出席回條， 

並在其他子女回條上選擇未能出席部份。  

同校兄弟姊妹：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 

 一至四年級家長(除上述學生外)  

本人*    □   未能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 

 

本人*    □   將會出席 6 月 27 日(三)舉行之「2017-2018 年度畢業禮」 

                  (家長出席人數共________人) 

                      如有多於一名子女在本校就讀，請由最高年級的子女填寫出席回條， 

並在其他子女回條上選擇未能出席部份。  

同校兄弟姊妹：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 

(如子女出席必須家長陪同) 

備註：(1) 領獎生名單將於六月中通知有關學生(詳見六月中乙類通告)。 

        (2) 表演生、接待童軍、致送母校紀念品生、傳燈生及致辭學生的名單(詳見本通告附頁)。 

        (3) 一至四年級學生必須由家長陪同出席。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八年五月      日 
A0431718 

#在適當位置圈出組別    ＊在適當□內出意願



 
 

屯門官立小學 
2017-2018年度畢業禮 

(表演生、接待童軍、致送母校紀念品生、傳燈生及致辭學生)總名單 

表演生及司儀學生         (27/6     9:15 a.m.   在元朗劇院大堂集合)    

合唱團 中國舞蹈 粵語集誦 手鈴隊 接待小女童軍 鋼琴伴奏生 傳燈生 

(黃嘉怡老師) (鄧民寬老師) (黃燕湄老師) (曾瑩老師) (許敏儀老師) (謝清如老師) (陳婉玲老師) 

3A 梁梓惠 *3A吳思霖 3A 曹鈺婷 2A 王靜瑜 5D 歐陽浩軒 6A 林樂庭 6D 林敏迪 *3B 鄭芷彤 4A 徐倩婷 3B 鄧鎧齡 5A 梁君朗 
*3B鄭芷彤 3B 羅康晴 3B 陳心悅 2A 鄧鈺霖 *5D陳卓軒 *6A李凱琳 6D 駱晞蕎 3B 甘曉樂 4B 謝優賢 5B 譚芷晴 5A 蔡逸汶 

3B 鄧鎧齡 *3B潘文韜 3B 林穎玹 2B 李穎澄 5D 陳卓泓 6A 曾曉欣 *6D陸茵桐 3D 袁澤深 4D 鄭藝晴 *5B 佘芷珊 5B 黃澤楷 

3D 李家慧 3D 鍾凱瑤 3D 盧鎧嬈 2C 蔡明蕊 5D 陳啟宇 6A 丘洛儀 *6D陸羨珩 4B 馬奧博 4D 梁思敏 *5B 蔣欣欣 5B 周靖悠 

4B 葉穎誼 4B 陳彥錕 *4B李悅曦 2C 陳芯楠 5D 陳宮蓓 6D 陳  澤 6D 吳澤熙 4B 潘洛君   *6B 林樂妍 5C 劉駿麒 
4B 劉卓彤 4B 梁悅晴 4B 張栢然 2D 

 
鄒穎瞳 

 
5D 張浩霖 6D 陳琝皓 6D 吳嘉淇 *4B 謝盈浠     5C 梁穎昕 

    6D  4B 黎敏澄 4B 郭  霖 4C 羅慧琳 2D 葉  楠 5D 鍾泳欣 *6D陳泊霖 6D 黃嘉怡 5B 文新杰     5D 曾澤熙 

4C 馮頌文 4C 李詩琪 *4D黃筠桐 2D 劉伊藍 *5D郭曉晴 *6D陳尚翹  5B 陸鵬宇     5D 黃文靖 

4D 王婉瑩 4D 高麒媛 4D 黃貞清 3A *吳思霖 5D 賴瑋琪 6D 陳少君  *5B 葉穎芯     6A 張游龍 

5A 傅婉淇 5A 葉詠詩 *5A何渝晴 3A 鍾幸雅 5D 黎殷彤 6D 周軒羽  5D 歐惠兒     6A 黃天藍 

5A 周碧君 *5B葉穎芯 *5B佘芷珊 3B 陳芷淇 5D 林  懿 6D 張文滔  *5D 黃心娥     6B 冼俊軒 

*5B何禮言 5B 劉凱喬 *5B伍芷慧 3B 何穎錡 5D 梁珈錡 *6D鍾  賢  *6B 林樂妍     6B 陳潁霖 

*5B陳穎萱 *5B蔣欣欣 5B 譚因童 3C 劉凱晴 5D 潘綺雯 6D 鍾泳湘  *6C 郭悅晴     6C 徐明浩 

*5D陳卓軒 5D 潘綺雯 *6A李凱琳 4B 賴思宇 5D 謝卓峰 6D 黃晶穎  *6D 梁煊彤 P.6致辭(普) 
(姜麗賢老師) 

  6C 周嘉淳 
*6B劉嘉惠 *6B張煦嵐 6B 蔡沛樺 4C 植宇晴 5D 謝健坤 *6D黃筠鈺      6D 歐陽翹暉 

6B 邱朗晶 6B 陶楚潔 6B 吳卓蕎 4C 張煦瞳 *5D黃心娥 6D 許曉晴    6B 張錦峰   6D 魏翠茵 
*6B何禮善 6B 樊妙欣 6C 劉欣欣 4C 莊嘉琳 5D 黃裕希 6D 鄺浩泓    6B 黃宝寧     
*6C郭悅晴 6C 葉葆瀅 *6D陸茵桐 4D 

5A 
5B 

*黃筠桐 
晴 

5D 楊  欣 *6D林錦威           
*6D黃筠鈺   5A *何渝晴 5D 尹麒開 *6D李曉晴  

司儀學生 
(孫學鵬老師) 

        
   5B *陳穎萱 6A 樊嘉瑜 6D 李溢愉         
   5B 黃宇馨 6A 高春雨 *6D梁煊彤  P.6致辭(英) 

(Miss Tracey) 
      

   5B *伍芷慧   英語話劇 3B 張文淇        

   5D 
 

6B 
6B 

林  懿 
 

  (林健茹老師) *3B 潘文韜 *6B 何禮善       

6B 蕭嘉怡 4A 楊張女 4A 鄧睿哲 *4B謝盈浠 3D 陳子晞 6B 黃頌升        
   6B *張煦嵐 *4B李悅曦 4B 吳灝峻 4D 楊嘉鈴 5B 陳泓香       

   6B *劉嘉惠 5B 陳諾鈞 5B 賴泯之 5B 麥珈臻 
藝術體操 

(陳和英老師) 

      
   6D *黃筠鈺 *5B何禮言 5C 李俊穎 5C 梁永晞       
     *5D郭曉晴 6B歐陽健朗 *6B何禮善 紀念品致辭     
     6B 吳思朗 6B 徐子騫 6C 楊張僖 1C 蕭康妍  (俞花穎老師)     
     *6D鍾  賢 *6D陳尚翹 *6D李曉晴   6D 陳  澤 *有兩項或以上表演的學生 
     *6D黃筠鈺     *6D 陸羨珩 領獎生名單將於 

六月中通知有關學生           *6D 林錦威 

          *6D 陳泊霖 

(27/6    12:45p.m.  在元朗劇院大堂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