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址 : 香港上環普慶坊40號   網址 : www.kcobaps2.edu.hk   電話 : 2547 7575  傳真 : 25473555  電郵 : kcobaps4@netvigator.com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目錄

因擔任各項公職，近期獲邀出席多個禁毒會議，了解到青少年濫
藥問題日趨嚴重。報章上有關校園學生吸毒事件的報導，更令我心情沉
重，也感到作為教育工作者，任重道遠。家長及老師們都致力於提升學
生的學業成績，擴闊他們的知識領域，但必須同時關注孩子的身心發
展，培養正確價值觀念，愛惜生命。本港有些青少年，未能善用餘暇，
價值觀模糊，往往受朋輩影響，誤入歧途，沾染毒品，自毀前程。

「八仙嶺」事件中嚴重燒傷的張潤衡同學，憑堅毅不屈，逆境求
存的精神，今天驕傲地站上「傑青」的頒獎台上。非洲失明跑手尹約基
(Henry Wanyoike)，穿梭各地馬拉松賽，並致力行善回饋社會，作為一位失明人士，亦同樣活出彩虹。尹
約基經常提醒青年人不要接觸毒品：「Champion needs health, no drugs」。

本年度學校以「健康校園」為主題，舉辦多個家長及學生禁毒講座，並帶領學生參觀藥物天地、邀
請過來人分享等活動，專題研習亦集中探討毒品的禍害。此外，在正規課程亦加入「禁毒」的元素，培
養學生的健康人生觀，增強他們的抗逆能力，才能令學生堅定地向毒品說「不」！

2008 – 09年教師及學生合作編印了一張優異的成績表，在學業及非學業都表現出色。升中派位成
績優異，體育校際比賽總成績亦連續二年榮獲銀獎(首五名最優秀學校)。九月份學校為幼稚園安排的開放
日，幼稚園家長和學生到校參觀絡繹不絕，小一收生成績飆升。因甲型流感而延期至九月舉行的嘉年華
開放日及六年級畢業禮，在教師的努力及家長義工的協助下，亦成功舉行。

學校發展暢順，校務蒸蒸日上，實有賴李傑之校監及眾校董對學校的支持及指導，教師及家長的努
力耕耘。在家教會主席梅芳女士及全體執委的努力下，各項家教會活動都得以順利完成，家長及義工對
學校提供寶貴的人力及物力支援。盼望家長能繼續支持學校，攜手合作，為學生提供優質素的教育！

陳麗貞校長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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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鴻莉老師
新工作、舊地方、新稱呼、舊臉孔……回想起去年度以老師身份再次踏入英

小二校這個大家庭，感覺可謂熟悉中帶點陌生、緊張中加點興奮。

慶幸能與英小二校的學生渡過愉快的一年，你們上課時的投入、認真；你們

玩耍時的調皮、活潑；你們比賽時的積極、努力，已一幕一幕印在我的腦海中。

常說「以生命影響生命」是老師的使命，我卻認為這亦是老師在教學中所能體會

的一大道理。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獨特的，沒有人知道他們將來會變成怎樣。看

到你們的成敗得失，讓我有機會給予你們一份鼓勵、一聲責備、一絲安慰、一句

勸勉，同時我亦跟你們一起成長了。

最後，許老師希望你們能付出努力和「腦」力，實踐你們的理想。對我來

說，在你們身上，我看見了希望，看見了美好的未來。」

王偉生老師(「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內地支援老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文化交融，乃大勢所趨。交

流無障礙，首先應文言合一一這就是時代賦予中文學科的神聖的歷史責任！因此，

開展“普教中”（即用普通話教授中文）是香港中文教改的必然。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憑藉雄厚的實力，在全香港240多所中小學校申報

“2008—2009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畫（中國語文）”中脫穎而出，成為經

語常會批准首批推進“普教中”計畫的40所之中的其中一所學校。

在將近一年的探討與實踐中，能堅持實施“優化課程整合、立足課堂教學、營

造校園語境、發揮家校聯教”之策略，建立集備教研制度，形成說課、觀課、議課

教研文化，合理規劃學科課程，精心策劃“以讀為本”等專題講座，並於4月30日

前往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石灣鎮第一小學成功開展“港禪兩地教學研討活動”，虛

心借鑒“他山之石”，集思廣益，群策群力，有效提升了協作老師及其他中文科老

師的專業素養；其次，著力營造校園濃鬱的語境，創設課室、校園“實物注音”的

物態，開拓了“普通話校園電台”、“普通話日”、“普通話詩文朗誦培訓”等文

化語境，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樹立了學生“說普”的信心，提高了學生良好的

語文素養，收到預期的效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一年來的上下探索，已為學校全面推進“普教中”點燃

了火種。它，必將帶來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中文科教改全新的天地！

黃佩芝老師
親愛的同學︰

去年我任教的班別不多，很快就與你們建立了一種默契，我更把你們當作自己的孩

子，我感到很幸福呢!

在課堂上，聽你們朗讀詩歌文章；想起你們答道︰「我好認真，已經做到！」看你

們裝模作樣要做朗讀王子公主、食物分類專家，說要成為中文或數學的高手…… 與你們

的點點滴滴，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黃老師期望你們能定下目標，朝着標桿直跑，相信定能有所收穫。

梅  芳(主席)
作為家長教師會主席，能為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服務，我深感榮

幸；看到家教會務蒸蒸日上，造福同學，我深感恩慰。

不知不覺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有三年了，從陌生到了解，久而久

之，漸漸與老師、家長和同學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家教會的每個委員和

家長義工都懷着一顆真誠的心，主動的為學校和同學們服務。在工作中不

斷嘗試，不斷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和學校建立了良好的溝通，從而

營造了大家庭的氣氛，也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質素，相信這是所有委員和家

長義工得到最大的收穫。

在擔任主席一職的這些日子，得到顧問陳校長悉心的指導，以及一班家長

和教師委員的協助，本會會務得以發展暢順。在此，我

謹向陳校長及所有的委員致以衷心的謝意，希望各委員

繼續肩負起作為家校橋樑的重要角色。

曾慶釵 (文書)
      轉眼間，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

經一年了。對於新加入的我來說，從中學習

到很多寶貴經驗，親身體會到學校舉辦活

動，實在有賴家長和學校全面配合。我最

欣賞的，是看到各位老師不辭勞苦，從清早

回校任教，到晚上還要開會，籌備各種活

動。許多家長亦不分你我，全情投入，令各

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這份熱情，實在令人

感動。家長教師會是學校和家長共同合作平

台。在新的一個學期，希望得到更多家長繼

續支持，凝聚力量，加強溝通，為子女營造

良好的學習環境，共創佳績。

楊昌慧 (總務)
      今年本人能夠再次加入家教會的大家庭，實在

感到非常高興。盼望新的一年，學校和家長可以

攜手合作，舉辦不同的活動。不過，活動的成功與

否，最重要是得到家長和學生的支持。希望大家能

積極參與，並祝願家教會舉辦的活動更加成功。

劉寶茹 (聯絡)         

年年不忘春耕，自然能夠秋收； 

時時不離助人，自然能得人助。 

      人與人之間，隨緣而聚，緣盡而散，聚時盡其在

我，散時盡其在人，既是相逢，既是相識，有恩便無

怨，有愛便無恨，得與失，獲得與付出，求心之所

安，存有隨緣之心，完善固可喜，缺陷也是美，縱使

一剎那，也是永恆。

      今年本人雖然於家教會的工作量不多，但只要肯

付出，別人也是能感受得到。在此祝願家教會，學校

和家長合作愉快。

區玉冰 (康樂)
      學校是小朋友的另一個大家庭。透過家校合

作，小朋友會有一個更融洽，更快樂的童年。希望

大家能鼎力支持家教會活動，使它能發光發熱。

鄭凱文 (司庫)
各位家長有沒有想過如果要你24小時貼身照顧你的小孩，你的生活將

會如何？我想一定是身心疲憊不堪，體力嚴重透支，因為照顧小孩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幸好，一部份的時間有校長、老師、照顧小朋友，這一
群教育工作者，個個滿有愛心、充滿無比耐性、無微不至地照顧並教導我
們的小孩在品行上、學術上的有關知識。她們這麼辛勞，我們作為家長可
以做些什麼協助她們，可以讓她們更專注，更投入地「做好她們呢份工」?

答案就是加入家長教師會，出一分力，分擔他們工作以外的工作。
回顧這一年在家教會的日子，我每每回味不已，大家集各人所長，

構思一個個不同的活動，遠的有「親子旅行」，近的當然是「親子競技
日」，雖然未致完美之作，但我會為家長教師會的努力而喝采。

每次策劃活動時，幸得校長老師的協助，再加上義工家長點點的支
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在此我衷心多謝各位支持，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其實很簡單，就是大家向着同一目標進發，看到家
長，同學們可以「玩得技入，笑得開懷」，我們就已經成功了。

葉基建 (康樂)
      小學是漫長人生路上一段極為重要的階段。除了學

業成績外，品德的培養亦同樣重要。這種潛移默化的過

程，實在有賴於學校和家長的合作。

    作為家教會委員，本人樂於參與家教會活動。在活動

中，看到子女得到全面的發展，最終成為一個勇於承擔

─對自己、家庭、社會和世界都有貢獻的人，我會感到

光榮和驕傲。讓我們一起努力！

陳啟南 (總務)
不知不覺加入家教會已經一年了。在這一年當中，我感覺到家教會就

是學校與家長之間互相了解的一個平台。家長通過這個平台，了解子

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以及明白老師培養子女的辛勞。

去年，家教會不但協助學校舉辦各種親子活動，還反映了家長心聲，

拉近了家長與學校的距離。我很榮幸加入家教會，因為這項工作對我

來說非常有意義。我會努力工作，發揚團結互助的精神，配合學校教

育發展，祝願家教會這個平台越來越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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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妙玲老師
校舍清潔，笑容友善；教學勤慎，學習合作；

領導坦誠，家長支持；

「慎思篤行」是校訓，校長率先作典範。

英皇二小老師皆伯樂，善於發掘培訓小天才；

拔尖補底中英數，指導學生展專長。

學生活動浪接浪，全人教育全面化；

言行問題似水滴，即時處理不成流。

規勸鼓勵遍全校，告誡善導說不停；

教育學生重德智，扶助學生強體藝。

開放教學的文化，共同構思的教研；

一切以學生為本，發展學生的能力，

建構積極的態度，正面人生價值觀。

范星老師
不知從何時開始，當初自己口

中的“英小二校”變成了“我們學

校”。原來在不知不覺間，自己已融

入了英小二校的大家庭。在這裏，最

讓人感動的是大家融洽的氣氛、一個

個互相幫助的同事、忙中取樂的笑聲

……點點滴滴都教人難忘! 明日回首，

我一定說: 曾做英小二校人，無悔!

陳順梅老師
人常說：「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相信大家不會否定這句話。身

為教師的我，亦深明其中道理，因此對於「作育英才」的擔當，絕對是責

無旁貸。在過去的一年裡，我深感同事的教學熱誠，時刻以學生為先，將

課本上的知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講解。與學生亦師亦友的融洽相

處，也深深感動了我。

不得不提的是，校方所提供的多元化課外活動，不僅令學生能在課堂

之餘增值自己，亦能讓他們在興趣裡尋獲快樂，實在是一舉兩得。

劉玉燕老師
剛轉換新環境，確實遇到很多困難與挑戰，慶幸獲得各同

事的提點與教導，真是獲益良多。我亦深深體會到老師們之間

的團結、合作精神。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光景，在各方面也漸漸

適應起來，能夠加入英皇二校成為一份子，與同事齊努力，並

肩作戰，確實是難得的經驗，再看到同學們逐漸進步，即使工

事繁重，亦感到高興。

黃建業老師

在豬流感肆虐之情況下，2008-2009學年無聲無息地悄悄

落幕。還未能趕及跟同學們說再見，漫長的暑假已正式降臨。

小時候，居所及小學均位於中西區，而所就讀之中學正是

英皇書院。輾轉十數載，又再一次回到我的「故鄉」及與「母

校」有著密切關係之小學任教，只可以說是一份不解之緣。

過去一個學年，世界以及生活上都發生了許多大事，有悲

有喜，順境逆境均要一一克服和面對。幸而同事們和同學們都

能帶給我無形的支持和原動力，亦帶給我一幕又一幕永誌難忘

之回憶。

轉眼間，大家又昂然邁進了新的學年，即代表著老師們及

同學們正面對及迎接著新的挑戰。還望全校師生可以一同努

力，教學相長，繼續發揮英皇精神，同學們能以成為「英皇二

校」學生而感到驕傲。或許有朝一日，「英皇二校」亦會以你

為榮。

羅健華老師

大家好！我是Miss Law，你們還記得我嗎？我很掛念你們，

尤其是上年度2C、3A的同學。

親愛的2C：

你們曾說永遠愛我，我也永遠愛你們，永遠不忘曾和你們一

起切生日蛋糕。

親愛的3A:

雖然你們上年度很嘈吵，但我其實很喜歡你們，還記得我們

的「Yesterday Once More」嗎？(every Sha-la-la,every wow-wow)

真的不想離開你們，但是Miss Law明年要結婚，還要讀書、

進修舞蹈，所以不得不走。如果你們掛念我，就打電話給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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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 15.11.2008  親子旅行 21.12.2008

08-09年
度

第六屆家教會執行委員會

陳麗貞校長致歡迎辭 李傑之校監致訓辭

會後薄具茶點招待
跆拳道表演

楊啟健副會長頒發童

軍感謝狀

林國榮校董頒發閱讀

媽媽感謝狀家教會捐助圖書金儀式

手鈴表演

李傑之校監頒發家教

會委員委任狀

家長教師會活動篇 家長教師會活動篇

聖誕聯歡會22.12.2008

讓我親手弄個漂亮的彩沙

樽吧! 流浮山的鹹魚—我鍾意

我們去嚐嚐新鮮出爐的

老婆餅吧﹗

近五百名參加者齊集

中環，等待出發

午飯期間還有遊戲

及大抽獎活動嘩﹗好豐富的海鮮

餐啊﹗

古箏獨奏

我們收到校長送的禮物呢﹗

三位小司儀齊齊主

持表演節目

小提琴合奏
手鈴表演

全校師生齊齊慶祝聖誕節

嘩﹗聖誕老人送禮物給我

們呢﹗普通話集誦

幼童軍大合唱

08-09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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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競技日18.01.2009

講題：家長如何識別子女濫藥及向子女傳遞禁毒訊息

各位嘉賓一同主持

開幕儀式

老師、學生齊齊玩

校長致送紀念品給校董

祝賀語句齊齊拼

李傑之校監致辭

紅蘋果隊，加油

紫水晶隊
嘩﹗我們第一了!

媽媽、爸爸，加油啊﹗

家長們專心聽取社工

的分享校長分享自己的心得

善導會林姑娘教授家長如何

傳遞禁毒訊息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跳
遠季軍、特別組100米亞軍及殿軍

港島西區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組季軍

屈臣氏傑出運動員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亞軍

港島西區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三人女子籃球比賽亞
軍

數學智多星比賽亞軍及殿軍

中西區防火海報設計比賽冠軍

港島西區校際乒乓球比賽女子甲組季軍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羽毛球比賽冠軍

中西區撲滅罪行海報設計比賽冠軍、季
軍及優異獎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子甲組
50米胸泳亞軍及100米胸泳亞軍

我們的驕傲

親子教育講座 09.05.2009

講座後，來輕鬆一下吧!8 9



親子徵文及攝影比賽(初級組) 親子徵文及攝影比賽(高級組)

有機種植
學生：林綽峰 2C 自然環境

學生：黃嘉浚 6C

眼看手勿動
學生：梁錫祺 1A

無污染的元朗
學生：邵朗韜 5A

茁壯成長的士多啤梨
學生：吳浩霖 2A

城市的發展和環境
學生：張聖嘉 6B

一起走進大自然
早上，吃過媽媽做的心形通粉便和媽媽參加家教會的親子

遊。我們一邊坐車，一邊聽導遊介紹沿途的風景，使我認識了很

多陌生的地方。到了香薰園，便看見很多美麗的薰衣草，我和媽

媽慢慢地走到花前，嗅一嗅，真香呀！我還情不自禁地用手輕觸

它。這裏還有很多樹和花，空氣真清新，環境也優美。我和媽媽

走進種滿鮮花的長廊，那兒的花又大又鮮艷，我忍不住拉着媽媽

的手，和花兒一起照了張大合照，然後我用力地吸了幾口花兒吐

出的清香味，立時心情也輕鬆多了，大自然帶給我愉快的感覺，

如果天天能在這環境下生活和讀書，該多好啊！

最後來到了士多啤梨農莊。走到田邊，我已被士多啤梨噴出

的香甜味引得快要流口水似的。田裏的士多啤梨有紅色、粉紅

色，還有綠色，真奇怪，為何會有多種顏色呢？媽媽拉着我在田

邊邊行邊說：「綠色的要再種上一些日子，便慢慢變成粉紅色，

再變成紅色，那就是熟透了，吃起來既清甜又多汁。」哦，我聽

了也就明白了。

回程的車上，我伏在媽媽的懷裏睡着了，卻做了個夢，夢見

學校的小花園種滿了薰衣草和士多啤梨，香味散發到每個課室

……呵呵，醒了，原來是我把之前觸摸了薰衣草的手放在鼻尖上

呢！

 歐思哲 2A   

快樂的一日遊
十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是學校的親子旅

行，我們會去「粉嶺香薰園」、「元朗恆香

制餅工場」、「元朗有機士多啤梨農莊」。

那天天氣很好，我們坐了兩小時旅遊車

就到了「粉嶺香薰園」。我看見很多香薰

草，還看見香薰草有很多顏色，包括有，綠

色、紫色……我還可以觸摸香薰草，我還嗅

到香薰草十分香。我們可以不採摘、不污染

環境……就可以保護那麼美麗的香薰草。

在流浮山海岸我看見很多蠔穀。小魚在

泥水中跳來跳去，十分有趣。我還在這裏

吃午飯。接着，我們參觀「恆香老餅家」製

造老婆餅和蛋卷。跟着，我們到「有機農

莊」，大家都守規則，有的採草莓、有的踏

單車、有的玩遊戲……

今次旅行很有意義啊。                                                                                                                        

衛珀僖 2A   

                                 開心遊元朗 
星期天是學校旅行日，我和媽媽一起參加這次旅行。旅遊車剛開的時候，我感到有點頭暈，幸好我已提早吃了暈

車丸，過了一會兒就沒事了。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首先到香薰園參觀，裏面種了很多奇花異草和蔬果植物，有粟米、茄子……讓我們大開眼

界。如果我們破壞環境，下次去旅行就看不到這麼漂亮的花朵了。

然後我去吃午飯，還進行大抽獎，氣氛很熱烈。

下午，導遊帶我們去參選元朗有機士多啤梨農莊和摘草莓，但我沒有摘，因為比較貴。後來我去看彈塗魚，就見

到牠們居住的地方有很多垃圾，所以我們要保護環境，否則很多生物都會絕種。

下一站，我們要到元朗恆香制餅工場參觀，裏面的餅香噴噴的，真是令人唾涎欲滴。

傍晚，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元朗，希望下次再來。                                                                     姚婷議 2A

美麗的鼠尾草
在充滿色彩的秋天裏，我參加了親子旅行，它讓我體會

到大自然的奇妙，也明白了保護環境的重要。

當我一踏足香薰園，一陣清新的香氣臨面吹來。只見不

遠處有幾株鼠尾草，它們隨風搖曳，還散發出誘人的香氣

……真美啊！

在香薰園內，魚兒在水中暢泳；烏龜好奇地看着圍觀着

牠們的人；蝴蝶在花間翩翩起舞……一切都是那樣和諧，讓

人不由得怦然心動。

看着眼前的景色，我不禁想起我平日的生活習慣：一邊

開空調一邊開電扇，不看電視也把它開着……

如果人類能忘掉利益，多去親親大自然，我們的世界將

會十分美好。所以，我們要盡力保護環境，為地球出一分

力。     周振忠 5A

香薰園及香港有機農莊記趣
溫暖的天氣，伴隨着歡欣的笑聲；為我校親子旅行，展

開了笑逐顏開的序幕。

在導遊引領下，我們登上旅遊車。前往粉嶺香薰園雖然

是遙遠，但沿途的優雅景色，卻能避開營營役役的石屎森

林。轉眼間，薰衣草園飄來陣陣的幽香，明媚醉人的薰衣

草、活潑好動的小黑羊、清雅脫俗的睡蓮，都攝入了我的眼

簾裏。

好不容易才離開這個桃花園，我們走進水洩不通的流浮

山市集，琳瑯滿目的海味，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商鋪內售買。

最令人注足觀看蠔民開生蠔的情景；使我賞心悅目。

午飯後抵達香港有機農莊。有機蔬果和瓜菜，也來向我

們招手。大自然的風光、簡樸，是不能言喻的。自然的生

態，孕育出無限的生機和魅力。要延續生生不息的環境，隨

着旅程的落幕，讓我們思索和實踐吧！

   梁彥陶 6A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懷緬旅程環保一天遊

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學校與家教會帶領我們渡了

「與大自然擁抱」的一天。如今，我仍緬懷着……

在粉嶺香薰園內，各適其適的香草盡現眼前。我

們只要仔細看看、嗅嗅，薰衣草的香氣便會直撲到我

的鼻裏，「她」那飄逸的美態叫我醉倒，但不要誤把

「鼠尾草」跟「薰衣草」混在一起，因為她們的形狀

太相似了。薰衣草不但美豔，而且有不同的用途，例

如：防蟲、殺菌等用處，把她的香油塗在太陽穴上，

再用新鮮或曬乾的泡茶，可緩和頭痛，助人安眠。

開花期在12月至5月中，美麗無瑕。還有輕捏那薄荷

葉，它身上的香氣便會留在手中，嗅一嗅，立刻心曠

神怡！而且園內的薄荷葉包羅萬有。記緊，愛護那朵

向你微笑的小花，它還要向每一個人問好呢！

在恆香制餅工場內，我們需要先戴上口罩，以防

把細菌帶進制餅工廠內。之後每人可獲發一張「環保

換餅卡」進入廠房內。我看着一部一部的製餅機器製

餅，感到很新奇有趣，只要把蛋皮一卷起，一條新鮮

而完整的蛋卷便完成！參觀後，出口處有人給我們派

發一件香氣濃郁的老婆餅，咬一口後，那些熱乎乎的

冬瓜蓉便湧進我的口中，異常好吃！離開時，我跟隨

媽媽到了茶樓喝茶，那杯充滿甜味的「山水香茶」十

分清甜，令我暖在心頭，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這趟環保——投進大自然的旅程中，真的很優哉

悠哉，更學會了珍惜這地球、善用資源，來保護這位

「地球叔叔」呢！切勿忘記、每一天也要過着保護環

境及自然生態的生活啊！

李知樂 5B   

亞軍

亞軍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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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馮偉賢
 
時光如潺潺的流水，轉眼間匆匆逝去。轉眼間，就已經過了六年。六年，畢竟不是短的日子，這六年來，我們在學校裏有着不同的訓練，當中有喜有悲，有成功，也有失敗。亦多謝老師在我成功時，與我分享喜悅；在我失落時，在旁鼓勵我；在於我難過時，安慰我。 畢業了，要離開學校了，但並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雖然會懷念，但是更應該去期待新的階段，並且做好準備！

6A 吳家樂

光陰似箭，轉眼間便是六年。六年的小學生涯

看似漫長，但是給人的感覺卻是一瞬間。此刻

特別令人依戀，畢竟與老師和同學共渡六年，

感情深厚。

快要升中了，又要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迎接

更多的考試，更多的挑戰。雖然離開母校，但

老師的諄諄教誨卻會陪伴我們一生，同學的支

持會刻骨銘心。

2008-200
9年度

畢業同學寄
語

2008-200
9年度

畢業同學寄
語

2008-200
9年度

畢業同學寄
語

Graduation 6B Lei Emily

I’m leaving my primary school soon. I feel so sad when I leave something or someone that has been with me for many years.

In these six years,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my teachers. I have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how to be a good student, how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and a lot more. As I have learnt, being a good student, I should 
finish my homework on time, not to be late for school, be polite and nice to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obey the rules.

In my school, I’ll miss a lot of people and things. I’ll miss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helped me got a lot of useful knowledge 
and taught me to be an independent girl. I’ll miss my friends and classmates too because we always played together and we 
had a great time together. I’ll miss my school hall too because in these six years, we played in the hall, went on the stage to get a 
prize, listen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stories there…… Anyway, we shared all our happiness, sadness and  excitement in the hall. I’ll 
especially miss the sound of the bell because when every lesson finishes, it rings once, but now we are leaving our school, and we’ll 
never hear that ringing sound again so I’ll miss it a lot.

The happiest time I spent here was when I became a prefect, because I have dreamed to be a prefect since I was in primary 2, 
and then my dream came true!! My saddest time was when my best friend left this school. My most enjoyable time here was 
when I acted in a school play in front of all my classmates. My most anxious time was when I had a speech on the stage.

After I leave this school, I will remember all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have taught me for six years, and they have taught 
me a lot of new things , so I’ll never forget my teachers. Another reason why I won’t forget them is that they were so kind to me. 
When I have problems with my homework, they’ll teach me right away even though they are very busy.

I’ll send news of my new school life to m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because I want to keep contact with them. So whenever I 
have some happy or sad things, I can also share with them. Also when I have some problems, they can give me some useful advice.

I really don’t want to leave my primary school! I’ll miss my teachers very much!! But I have to accept things that I cannot 
change. When I’ll miss everything, if I go to the my new secondary school, it means that I’ve grown up. So I’ll remember the 
things my primary teachers taught me and try my best to be a good student!

Graduation 6A Alison Wong

 I joined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in 2005 and I was in 
Class 4B.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throughout the last three years of primary 
school life. 

During these three years, I have enhanced my knowledge. Also, I 
have met and made many new friends who are kind, interesting and 
trustworthy. Even though I was new to this school environment, they had 
warmly welcomed me into their group.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m. 

As time passes, I have developed more confidence. I do deeply and 
truly thank my teachers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myself 
further in all aspects, such as how to think and behave. I will remember all 
the teachers and will send news of my new school life to them. 

I enjoy going to school. My most enjoyable time was when I won the 
volleyball competition with my schoolmates. I am truly grateful for having 
the chance to grow and learn at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Graduation 6C Chang Ka Wai

I’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my primary school 
because I’m in P.6 now.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taught me a lot of funny and useful 
things. They also taught me how to behave well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how to treat others well, how to 
be a good student, how to think positively and how to 
lead a better life.

My happiest time was when I went for a trip 
with my classmates because we were all free and 
could forget all our troubles. My saddest time was 
when I got  bad results in my exam because I did not 
study hard.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more happy 
moments in the time left because I want to have some 
more good memories of my primary school life. After 
I leave the school, I will look forward to visiting my 
primary school in the future.

I’ll never forget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2.

Graduation 6A James Chan

I have many tears and a lot of fun in my school life. I’m going to 
miss everyone soon!

Two years ago, I came from China to study in 4B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I was a new member in my class. I felt shy and 
lonely.

After a few months, I made many friends. I felt glad and relieved. 
It was my happiest time.

The year after, I became a  J.5A student. In Class 5A, there were 
many clever students.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to get to the top of the 
class in the exams. It made me nervous but I tried my best to study 
harder all the time.

This year, I am a J.6 student and I’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my primary school. We will all study in secondary schools soon. We 
will miss our school,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f I have 
free time, I will visit my primary school and I will send news of my 
new school life t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Goodbye! Farewell to my 
primary school and everyone. Thank you!

6B 伍琳  

在過去的六年裏，老師就像一枝神奇的魔法棒一

樣，把我這無知的天真小孩，變成一個滿腦子盛載

着知識的青少年。

校園裏的每一樣東西都陪伴我成長，每件事情都瀝

瀝在目，而同學和老師相處非常融洽，就像一個大

家庭。

回想起過去六年在校園生活的一點一滴，心裏不禁

流下淚來，我會努力讀書，努力上進，將來為社會

出一分力，以報答母校對我的教導之恩。

6A 李健豪

時間一分一秒溜走，轉眼間，我已經畢業，準備迎接新的挑戰。 昔日一起成長的好友，現在也要各散東西，為自己的將來而奮鬥。昨天的良師，把自己的知識，教授給我們，把我們的腦袋，裝得滿滿的！ 
離別的一刻，或許令人傷心，但我不會忘記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因為，是你們在艱苦的日子裏，與我牽手渡過難關，也只有你們，才令我明白塵世間，友情的可貴。
我們要明白，這只是再見，不是永別，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相見在街道上，回憶當年的往事！

6B 張聖嘉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已成為新一屆的畢業生，即將要告別母

校，開始全新的中學生活。

憶起母校，心中不禁多了一絲不捨，畢竟，我曾在這裏度過了小

學的歡樂時光。

此時，我最想感謝的，莫過於各位老師。記得我剛加入這所小學

時，我還是個對新環境一無所知的外地生，由於語言不通，甚至

還不能與其他同學交流。在得知我的情況後，每位老師都更加耐

心地教導我，更在學習生活中幫助我，令我得以適應香港的新環

境，並在學習上得到好成績。此外，我也感謝身邊的同學們，每

當我遇到困難時，他們更是給了我莫大的幫助。

在日常生活中，我和同學之間有過歡樂，也有過不愉快；有過笑

聲，也有過悲泣。這些「元素」，構成了我那多姿多采的校園生

活。

如今，我將離開曾經的校園，進入中學學習了。在將來學習的道

路上，我不會辜負母校對我的栽培及期望，認真學習，爭取得到

更加優異的成績。

6C 李梓成 

光陰似箭，我在母校的護蔭下渡過了匆匆的六載；

日月如梭，我在老師的教導下過了六年充實的學習
生活。

老師的金石良言，同學可貴的友誼，

已成為我最寶貴的回憶；回憶中有辛苦，有快樂，

有不捨，也有期待。 老師是引路的明燈，

在逆境中為我們指導方向；老師是偉大的蠟燭，

為了教導我們而燃燒自已。

儘管前路杳渺，我都會抖擻精神，

告別愉快的六年，奔向錦繡的前程！

6C 張翠雅

小學的生活在眨眼間過去了。

校長的勸告，老師的教誨，同學的鼓勵，言猶在耳。

我們都茁壯成長，

這一切都叫人刻骨銘心！

雖然，有點不捨和難過。

但告別後，我會努力面對新挑戰，

邁向另外一個人生旅程，

展開燦爛的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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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運動會
     09.04.2009

嘉年華日暨「健康成長樂繽紛」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

聯校 文藝匯演
01.06.2009

主禮嘉賓簡浩秋
校董致訓辭

看我跳得多遠!

兩校校長帶領兩

校代表宣誓

李傑之校監致歡迎辭
為我們的健兒們鼓掌

看!我們於親子競

技中獲勝呢!

小孔雀們的舞姿真優美!看我的跆拳道表演吧﹗

手鐘隊的演奏悅耳動聽
李校監致送紀念品予關禮雄博士

嘉賓百忙中抽空支持
首屆聯校文藝匯演

匯演順利完成，全體
師生大合照

」活力
「 迎東

亞
13.09.2009

嘉賓為本校嘉年華日暨課業展覽剪綵

合唱團表演
鋼琴獨奏

主禮嘉賓、李校監、校

董等與同學拍照留念
師生接力賽

衝吧﹗

小司儀為我們介紹節目
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林超英先生主禮

英詩獨誦表演

嘉賓為本校新音樂室剪綵

二年級導賞員向嘉賓介紹該級
各科課業，說得頭頭是道！

嘉賓參觀新電腦室

家長同學齊齊玩

六年級導賞員用心向嘉賓
介紹該級各科課業

校監校董試玩攤位遊戲，
以行動支持東亞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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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鳴謝：
文慧珠 方偉華 王少平 王楚玲 田海艷 安麗梅 朱金華
江偉儀 江翠儀 何信錡 何慧敏 何麗芳 余敏慧 吳均洪
吳桂嬋 吳麗群 呂立華 岑鳳鳴 李   丹 李   慧 李秀華
李麗蘭 姚慧環 郁依玲 倪小芳 徐玉儀 徐群燕 徐慧華
馬惠儀 區玉冰 張   梅 張志騰 張淑儀 張麗芳 梅   芳
莫碧薇 許玉朝 郭婉儀 陳秋齡 陳梓珊 陳雪萍 陳麗玲

陳启南 陸懿 陸琼雄 麥仲賢 曾茹貞 曾惠芬 曾慶釵
覃麗群 馮慕燕 黃玉英 黃志昌 黃美芳 黃曼兒 黃惠琼
黃翠霞 楊昌慧 楊淑賢 楊雪麗 楊錦珠 楊錦珠 葉基建
葉樹全 趙仕龍 趙綺華 劉玉蓮 劉寶茹 歐麗芳 潘莉莉
衛少文 鄭凱文 鄭愛如 盧銀好 戴美華 戴美儀 藍桂梅
魏麗洋 羅元惠 羅秀梅 羅常喻 譚麗君 譚寶珠 關少絹

特別嗚謝

德國漢莎膳食服務中國有限公司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萬高玩具有限公司

編輯委員會

顧問：陳麗貞校長、梅芳女士(家教會主席)

委員：潘偉強主任、李可欣老師、黎康慈老師、鄭凱文女士、曾慶釵女士

第六屆(2008-2009)家長教師委員會

顧問：陳麗貞校長
主席：梅  芳女士     副主席：潘偉強主任
文書：曾慶釵女士、李可欣老師
司庫：鄭凱文女士、黃  河老師
總務：陳啟南女士、楊昌慧女士、張淑嫻主任
康樂：葉基建先生、區玉冰女士、袁國偉老師
聯絡：劉寶茹女士、黎康慈老師
增選委員：周貴珠女士、譚靜儀女士、方偉華女士、

何慧敏女士、徐慧華女士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冬季校服捐贈
24.09.2008-
25.09.2008

學校禮堂

第九屆家教會會員大會暨
學生文藝表演

15-11-2008 學校禮堂

第一次常務會議 19-11-2008 學校視藝室

第二次常務會議 08-12-2008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21-12-2008
粉嶺香薰園、香港有機農
莊及恆香制餅工場

聖誕聯歡會 22-12-2008 學校禮堂

第三次常務會議 12-01-2009 學校視藝室

親子競技日 18-01-2009 卜公花園

第四次常務會議 06-04-2009 學校視藝室

親子教育講座 09-05-2009 學校禮堂

第六屆家教會活動(2008-2009)概況及常務會議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00-642855-001

43,002.01 26,136.11

匯豐銀行定期存款戶口
#002-8-412948

10,000.00 10,000.00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8-412948

821.59 813.60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2-411136

11,294.75 28,115.72

流動現金賬
(甲)和(乙)

1,019.40 1,117.40

66,137.75 66,182.83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家長教師會
2008-2009年度 財務報告
(15/09/2008-14/09/2009)

會務報告

女為

2008/2009 2007/2008

收入方面 (HK$) (HK$)

本年度會費 7,380.00 6,940.00

會員捐款 19,825.00 16,020.00

教育局資助/活動經費 6,900.00 6,890.00

親子教育講座門票收入 540.00 2,415.00

親子旅行 63,530.00 55,845.00

銀行存款利息 12.02 1,202.10

總收入 98,187.02 89,312.10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880.80 780.20

中西區家教會會費      100.00      100.00

致送紀念禮品 --- 1,000.00

致送植物/花/花圈 700.00 1,660.00

文具用品 287.40 442.00

家教會會訊 6,800.00 5,200.00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56,468.00 55,748.80

親子教育講座 1,500.00 5,900.00

親子競技日 2,683.40 3,497.10

(3) 其他支出

捐贈學校圖書金 12,000.00 15,000.00

捐贈學校綠化設施及植物 8,000.00 6,000.00

聖誕聯歡會佈置用品及學生
禮品

3,307.00 3,082.00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獎品/
場地佈置用品

3,614.00 3,978.40

家教會獎學金支出 1,800.00 1,800.00

家教會雜項支出 91.50 ---

總支出 98,232.10 104,188.50

純收入(總收入-總支出) (45.08) (14,876.40)

加：上年度結餘 66,182.83 81,059.23

本年度結餘 66,137.75 66,18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