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義工工作分配 (8:30-10:30am) 
 

 項目 年級 場地 老師 家長義工 家長義工 

1 50 米跑 P.1-2 東跑道 *何子茵 一信 周嗣朗家長 一望 陳湋澔家長 

    陳珮珊 一望 李浩宇家長 一望 呂志文家長 

    陳燕平 一愛 呂穎芯家長 一愛 謝雨澤家長 

    陳惠玲 一愛 黃卓禧家長 一愛 王天瑜家長 

       

2. 立定跳遠 P.1-2 草地 *湯凱臨 一愛 黃芷彥家長 一愛 吳澤輝家長 

   . 陳美儀 一智 張頌言家長 一智 莊熙閔家長 

    陳瑞茹 一智 周靖皓家長 一智 林永逸家長 

    林子薇 一誠 陳諾謙家長  

       

3. 擲豆袋 P.1-2 草地 *林雅芬 一誠 張潁璇家長 一誠 趙俙丞家長 

    唐佩蓮 一誠 何芍琳家長 一誠 林芷瑩家長 

    梁劍美 一誠 顏浩天家長 一誠 楊文烜家長 

    周昭瑛 二信 林毅天家長 二信 劉而濼家長 

       

4. 50 米男跑(A) P.3-6 西跑道 *羅順銘 二信 黃樂駿家長 二信 王雅霖家長 

    陳蕙雯 二信 黃語嫣家長 二望 霍浩正家長 

    陳蕙敏 二望 余寶恩家長 二愛 鄭洛澄家長 

    梁慧芝 五信 何晉騫家長 五信 王茵家長 

     五信 鄭子傑家長 五愛 黃發康家長 

       

5. 50 女米跑(B) P.3-6 西跑道 *陳佳樂 二愛 孔令翹家長 二愛 林泳伽家長 

    施美玲 二愛 梁軒睿家長 二愛 梁凱珵家長 

    李靜雯 二愛 李文進家長 二愛 譚靜潼家長 

    陳康凝 五智 萬子謙家長 五智 李天賜家長 

     五智 黃曉瑩家長 五智 嚴熙楊家長 

       

6. 男跳遠 A P.3-6 沙池 A *容志偉 二愛 塗梓傑家長 二愛 姚梓晴家長 

    黎鳯儀 二智 蔡卓穎家長 二智 羅睿嘉家長 

    楊璧安 二智 李鴻璟家長 二誠 馬溢朗家長 

    馮麗珠 五誠 王子豪家長 五誠 王偉鑫家長 

       

       

7. 女跳遠 B P.3-6 沙池 B *周頴欣 二誠 司徒卓軒家長 二誠 戴詩晴家長 

.    黃潔明 二誠 余日彤家長 三信 陳芷穎家長 

    簡素弦 三信 陳芷欣家長 三信 陳卓鵬家長 

    陳姿婷 六望 甄正浩家長 六愛 梁智浩家長 

       

       



 

       

       

 項目 年級 場地 老師 家長義工 家長義工 

8.. 男擲壘球 A P.3-6 擲場 A *洪雅思 三信 張頌恩家長 三信 潘逸豐家長 

    黃建基 三信 施俊廷家長 三信 邱澤熙家長 

    陳子斌 三望 李曉晴家長 三望 李一諾家長 

    陳文鳳 五誠 姚栩晴家長 六望 陳子淳家長 

       

       

9. 女擲壘球 B P.3-6 擲場 B *劉振鵬 三望 蘇翔鴻家長 三望 黃葆恩家長 

    黎淑儀 三愛 鄭紫彤家長 三智 張寧海家長 

    黃文娟 三智 李曉晴家長 三智 雷佩莹家長 

    卓偉荃 六愛 馬匡鈿家長 六智 張倬桓家長 

       

       

10. 30 米 跑 幼稚園 東跑道 *顧美玲 六智 張思行家長 六智 吳海藍家長 

    鄧祉程 六智 袁焌琋家長 六誠 張美遙家長 

    郭靜秋 六誠 鍾仁傑家長 六誠 李浠渝家長 

       

11. 立定跳遠 幼稚園  *魏秀圓 三智 黃天恩家長 三智 吳正昊家長 

    譚翠萍 三智 葉梓顥家長 三誠 林芷澄家長 

    閆閣 三誠 梁家僑家長 四望 錢禮一家長 

       

12. 擲豆袋 幼稚園  *趙曼娜 三誠 唐梓妍家長 三誠 楊政家長 

    彭明媚 四信 周恩霖家長 四信 洪樂怡家長 

    譚秀賢 四信 梁誌顯家長 四望 陳曜國家長 

       

       

13. 司令台  司令台 *蔡石珠 四望 黎澔陽家長 四望 林韵諾家長 

    張德賢 四望 劉子陽家長 四愛 陳展希家長 

    覃萃茵 四愛 陳柏澍家長  

    符詠誼   

    李嘉寶   

       

14. 大會攝影  場館 Ken 六智 郭肇浠家長  

       

15. 家長教師 
接力計時隊 

 100 米 
終點區 *何志豪 四愛 何諾仁家長 四愛 梁凱琳家長 

    四愛 唐梓瀜家長 四智 朱殷彤家長 

 (11:00-12:00)    四智 李潤林家長 四智 馬芯淇家長 

     四智 譚旭生家長 四誠 何善雯家長 

     四誠 劉映樂家長 四誠 李俊斌家長 

       

**家長義工可於 7:45-8:15 到司令台向洪雅思主任及李嘉寶主任報到 



 

家長教師接力賽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1. 六智 郭肇浠(男)  1. 六智 吳海藍(男)  1. 五智 保凌杰(男)  1. 五愛 葉灝澄(男) 

2. 六望 陳子淳(男)  2. 六愛 鍾朗  (男)  2. 一愛 王一東(男)  2. 五信 勞子娙(男) 

3. 四愛 陳柏澍(女)  3. 五誠 劉承僖(女)  3. 四信 梁誌顯(女)  3. 二智 陳翊峯(女) 

4. 四望 錢禮一(女)  4. 五誠 王偉鑫(女)  4. 三誠 陳一禾(女)  4. 二愛 王梓欣(女)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教師隊) 

1. 五智 嚴熙揚(男)  1. 四愛 梁芷妍(男)  1. 三智 霍嘉淼(男)  1. 周頴欣 

2. 四誠 杜政諺(男)  2. 四信 高逸朗(男)  2. 一愛 羅正堯(男)  2. 陳佳樂 

3. 二愛 曾浩朗(女)  3. 二信 盧倩君(女)  3. 一智 黃日晴(女)  3. 閆閣 

4. 一愛 王天諭(女)  4. 一誠 馮子朗(女)  4. 二愛 譚靜潼(女)  4. 余尚群 

               

(男) = 男家長     (女) = 女家長         

               

*如當天有家長缺席，將由後備家長依次序代上。 
 

    後 備     

    男家長  女家長     

    1. 六誠 任芷言  1. 一誠 張潁璇     

    2. 二信 黃語嫣  2. 一愛 夏樂熹     

    3. 六智 袁焌琋  3. 三誠 楊政     

    4. 五愛 王茵  4. 二望 林洛熙     

    5. 四智 黃恩信  5. 二智 羅睿嘉     

    6. 三智 馮進  6. 一愛 王焌維     

               

               

 

 

如有查詢及未能參與該日活動者，請於 18/12 中午前致電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