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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校 訊
第三十期

日期：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地址：上環普慶坊四十號

電話：2547 7575

網址：www.kcobaps2.edu.hk

校 長 的 話
　　近日細閱學生的考試成績報告，察覺有部分學生成績退步，未達

理想。學生要獲取優異成績，需要具備多方面的配合。上課專心聆

聽，分享別人的學習心得，回家溫習自然事半功倍。「勤有功，戲無

益」，能善用餘暇或假日，定期溫習，應付考試的挑戰定當綽綽有

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業成績表現出色的學

生，大多愛好閱讀。閱讀可以擴闊我們的知識層面，亦可協助提升我

們的寫作水平，故同學們應多善用學校的閱讀資源。期望考獲理想成

績的同學再接再厲，創造更佳的成績！成績未達標的同學，宜自我省

察，將勤補拙，追求進步，謹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悠長的暑假將至，希望各同學能善用餘暇，度過一個有意義的假期！

陳麗貞校長

              12-7-2012

學 科 活 動

二年級跨學科講座

　　為培養學生對己、對人及對社會的關愛之情，
建立自愛愛人的觀念，本學年學校以「關愛滿校
園」為主題，進行跨學科課程統整，各科為學生設
計並進行一連串的學習活動。本校邀請了愛護動物
協會的講員於3月6日到校為二年級同學進行講座，
向他們介紹該會的工作及教導他們如何愛護動物。
同學們當天均用心聆聽講者的講解及踴躍回答問
題，獲益良多。

愛護動物協會的講者向同學
介紹該會的工作

同學們留心聆聽愛護
動物的訊息

六年級英文科講座

　　本校於三月六日為六年級同學舉辦了
一個名為“Top Tips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的講座。在教育局教育主任
康小姐的安排下，由美國領事館的Alice 
Murray女士(Regional English Language 
Officer) 主講。該講座的內容主要包括同
學們在學習英語時如何由了解自己開始，
再確立清晰的目標，然後如何將學到的加
以鞏固和運用。透過有趣的內容和互動的形式，Alice Murray女士與同學們輕鬆愉快地度過了一小時。
Alice Murray 亦為同學提供了大量網上學習資源；令學習英語更具趣味和靈活性。

Alice Murray女士以輕鬆互動的形式與同學們分享
學習英語的心得，同學們深感興趣。

黃嘉璧主任

李穎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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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問答比賽

　　透過問答比賽，讓學生於遊戲
中學習。本年度之題目包括健康生
活、中國文化，以及課本知識。

比賽日期 比賽年級
得獎
班別

2012年2月2日 五、六年級
5A

6A

2012年2月3日 一至四年級

1B

2A

3B

4C

台下的同學紛紛舉手回答問
題，希望為自己班爭取分數

台上的同學答對了，
台下的同學歡呼拍掌

1B班同學在這次比賽中
獲得勝利! 5A班同學在這次比賽中

獲得勝利!

戴柏霖老師

常識科技學習日
戴柏霖老師

透過科技學習日，提升學生對科學探究的興趣，並且讓學生明白科學的原理。本年度的活動包括：

活動日期 參與年級 活動名稱

2012年6月28日

一年級 籠中鳥

二年級 自製對講機

三年級 飲管飛行器

五年級 氣動賽車

2012年6月29日
四年級 千斤頂

六年級 水火箭 一年級學生與大家分享
手中的「籠中鳥」 二年級學生試試自製的對講機

三年級學生各就各位，
準備試飛飲管飛行器

四年級活動：千斤頂

五年級學生整裝待發，開動
「氣動賽車」

六年級活動：「水火箭」，
一飛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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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比賽
    第五屆音樂樂器演奏比賽已於2月1日在本校禮堂順利舉行。今屆參賽的每一位學生都準備充足，訓
練有素，比賽的水準甚高。參賽的學生經過一輪演奏，再由任教音樂科的老師評判商議後，本屆音樂
樂器比賽得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第五屆音樂樂器演奏比賽(高級組) 
(J.4-J.6)得獎名單：

比賽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冠軍 譚寶琳 6A

亞軍 姚婷議 6A

季軍 程心怡 6A

優異獎 高嘉怡 4A

優異獎 吳子荍 6A

優異獎 游悅華 6B

第五屆音樂樂器演奏比賽(初級組) 
(J.1-J.3)得獎名單：

比賽獎項 學生姓名 班別

冠軍 何潔瑩 3A

亞軍 田中岳 1B

季軍 謝元泰 3A

優異獎 李浩宏 1B

優異獎 李睿喬 2B

優異獎 林浩銘 3C

同學們留心欣賞
參賽者的演奏

成功以小提琴演奏樂曲，
難度不少啊！

你看，參賽的學生
多麼投入 

非洲鼓真的是一種
很有趣的樂器！

梁家和主任

皮影偶製作及皮影戲表演工作坊
    皮影戲是運用各種影偶的剪影，配合聲光效果的營造來搬演故事的戲曲藝術。本校為推廣此中國傳

統民間技藝，本學年繼續以皮影戲作為學校綜合藝術課程的發展主題，除在常規課程教授外，更請來

香港偶影藝術中心的導師，以課外活動的形式，運用合作學習的方法，指導學生製作影偶及演出皮影

戲的技巧。

　　課程分兩階段進行。首先是皮影偶製作班，讓四及五年級的學生學習這門傳統工藝，當中包括影

偶造型設計、上色、關節分拆及鑲嵌等。第二階段則以《西遊記 之 三打白骨精》為劇目，訓練學生操

作影偶的技巧。在課程中，學生要反覆練習如何在演出時配合聲光效果，操控影偶演出劇目。我們希

望透過課程活動，除讓學生認識古典皮影戲外，更能豐富同學的想像領域，從而激發創造潛能，讓皮

影戲這門傳統民間技藝能在學生中紮根。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排練劇目
《西遊記 之 三打白骨精》

來看看台前幕後的一
班表演成員。

看！同學們多麼認真地
設計影偶的造型。 鑲嵌影偶關節可真不簡單啊！

劉玉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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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安全達人」巡迴表演

　　我校於2月7日邀請了香港話劇團到校演出「鐵路安全達人」話劇，話劇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宣傳

乘搭港鐵的良好行為，同學們除有機會欣賞香港話劇團的精彩演出外，還學會了很多乘搭港鐵的安全

守則及正確行為。

張惠蓮主任

哈哈笑大隊長與扁扁咀大魔王在銀河列車上大鬥法。

演員與同學一起朗讀「鐵路安全之達人」口號。

藝術周 張惠蓮主任

　　為讓同學於試後參與輕

鬆的學習活動，本校於試後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藝術

周」，節目內容豐富，包括

跨學科綜合學習活動，演繹

改編自《西遊記》故事的皮

影戲，香港偶影藝術中心與

本校皮影戲班合作演出的

《三打白骨精》。香港舞蹈

團亦到校講解及示範各種中

國舞技巧。而樂器演奏比賽

得獎者則演奏繞樑三日的美

妙樂曲，還有口風琴午間音

樂會、普通話兒歌比賽、環

保填色比賽、法國印象派畫

展及「齊來做個藝術家」書

展等，務求讓同學多接觸不

同範疇的藝術領域，發掘藝

術才華，培養對藝術的興

趣。

《西遊記》皮影戲班際比賽
樂器演奏比賽得獎者音樂會

普通話兒歌比賽

香港舞蹈團舞蹈教育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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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遊戲

服務學習

　　本校訓輔組及常識科於二月一至三日期
間，為全級五年級同學舉辦了一次服務學習
活動。我們探訪了區內老人院，與院舍中的
長者度過了幾個愉快又溫馨的下午。在探訪
前的準備活動、工作坊及活動排練中，同學
都積極參與。透過此次活動，加深了同學對
長者的認識。除此之外，同學在排練表演和
籌備活動的過程中，不但學會與人合作，還
增進了彼此的友誼。

　　總括來說，這個活
動讓同學有機會去關心
和愛護別人，從中也明
白「施比受更為有福」
的道理！

5A班同學與長者傾談
後來一張合照

5B班同學派發一些
小禮物給長者

5C班同學正在進行魔術表演
同學們表演大合唱

青少年德育訓練營

　　2012年3月17日至3月18日，本校

五年級學生參加由賽馬會贊助的青少

年德育訓練營活動。這個活動的最大

特色，就是邀請人民解放軍為學員進

行步操訓練。通過訓練營內的紀律培

訓、品格教育、步操及體能訓練、國

民教育，以至軍事訓練等，鍛鍊了同

學們的意志，也增強

了學生之間的合作性

及團隊精神。

自製食物

步操訓練

清潔營地
遠足訓練

燒烤活動

訓輔組活動
黃佩儀老師

潘偉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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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國民教育中心

　　2012年2月6日，本

校四年級學生參加國民教

育中心舉辦之日營活動，

目的是加強同學們對國民

身份認同，培養他們對國

家的歸屬感和承擔精神。

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同學

們認識不同的中國文化。

例如：升國旗的禮儀、中

國航天科技知識、中草藥

名稱及特性、中國政治人

物、民族和藝術文化等，

實在獲益良多。
大合照

升旗活動

集體遊戲

優秀學生頒獎禮 懸壺坊：認識中草藥

數學科教研活動

　　為配合學校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校本課程之發展重點，數學科
於下學期進行了兩次教研課。科組以共同備課、集體觀課及課後評課為平台，讓教師之間進行教學觀
摩及交流。

教研級別 教研重點 任教老師

J5 立體圖形 黎廷裕

J6 圓的認識 潘偉強

數學科教研級別及重點：

五年級數學科集體觀課

六年級數學科評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黃嘉璧主任

潘偉強主任

內地交流

　　本校全體教師於4 月27日到深圳

市龍崗區清林小學參觀。教師先分組

進行中、英、數科觀課活動，於觀課

後跟該校教師進行「教學的有效性」

展示課研討活動，互相交流教學心

得。當天下午，本校教師還到了少年

宮及書城參觀。 本校全體教師於青林小學校園拍攝之大合照

本校教師於青林小學
進行觀課活動

本校教師與青林小學教師
進行觀課後的研討活動

兩校互相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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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籌募學校教育基金經費以協助推動學校的各項活動及改善學校設備，學校於2012年2月12日(星
期日)舉行「『山頂遊』步行籌款」活動，藉此讓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家長、學生、校友享受行
山的樂趣，亦作為籌募教育基金經費的另一形式。

　　當日天公造美，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家長和同學們悠閒地沿盧吉道步行至夏力道，繞太平山頂
一周，沿途飽覽香港醉人的美景，又在樹木研習徑中進行親子學習，更能為學校教育基金籌款，可謂
一舉三得。整項活動進行得十分順利，共籌得$208,383.10。

胡國柱主任

步行籌款參加的嘉賓、家長、學生、老師出發前來一張大合照

李校監跟大家打招呼

陳校長訓勉大家

由李校監帶領開始步行

同學在步行期間跟老師有說
有笑，相當融洽

完成步行同學可領取紀念品一份

『山頂遊』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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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助學籌款暨新春華服日
　　「援助山區貧困學童， 推動電子學習」籌款運動
暨新春華服日於2012年2月1日在校內舉行，家長及學
生反應熱烈、踴躍捐輸，籌款結果如下：

﹙一﹚捐款學生人數：375人   
﹙二﹚善款總額：$34,508
﹙三﹚籌款最多的學生：
　　　冠軍：黃瀚琛(2B)       
　　　亞軍：李明德(4C)
　　　季軍：胡錫林(3C)       
　　　優異：董浩賢(1A)、李浩宏(1B)、郭軍浩(2A) 
　　　　　　陳瑋琛(3C)、陳舜軒(5A)、何欣霞(6C) 

　　多謝各位善心的家長及學生，支持有意義的教育活
動，使內地偏遠地區更多的學童受惠。學校將是次運動籌
得的善款 $34,508，連同學生捐款名單已交合辦團體 －
《明報》、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及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新春華服日參賽同學合照

新春華服日得獎同學合照

2012中西區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本校全體三年級學生於2012年2月21日參加由中西區區議會主辦、中西區校長聯會及香港中西區婦
女會協辦的「2012中西區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是次活動目的是將課室移師香港迪士尼樂園，讓學
生透過日常生活的有趣事物，體現書本上的知識。學生除了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遊樂景點學習到
科學及通識教育知識外，更可在餘下時間暢遊園內設施，讓學童寓學習於玩樂。

各組同學在迪士尼大門前拍照留念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師哥哥講解動畫的歷史

同學們親身製作簡單的動畫玩具，
如：流影盤、觀像鏡、迴轉畫筒等

同學們學習繪畫迪士尼卡通人物

同學們在樂園內盡情享樂

黎廷裕主任

袁國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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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

　　隨著社會急速的發展，學生接觸到更豐富的資訊，也面對不斷的挑戰。一般的課程內容及學習模
式，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有見及此，我們由2002年開始，採用專題研習的教學模
式，讓學生從研習的過程中，發展個人潛能。 專題研習是課程改革的四大關鍵項目之一，其目的在於
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精神，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學生更可以透過專題研習主動
建構知識，以及擴闊視野，達至學會學習的目標。

　　本年度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專題研習配合校本跨學科的主題，以「與愛同行」作為研習的子題。透
過資料搜集、實地考察、問卷調查、資料分析及整理等等的活動，學生把所得資料，在演示會上以生
動有趣的表現手法向師生及家長作匯報。

同學們正在進行腦激盪，訂定研習題目。

六年級同學齊集禮堂進行專題研習大課，
題目為「六頂思考帽子」

家長出席專題研習演示會，
並給予同學寶貴的意見。

五年級及六年級同學分別在演示會中
以話劇形式匯報研習的成果

六年級同學分別在演示會中以話劇
形式匯報研習的成果

五年級專題研習演示會(23.2.2012)

主題: 關愛滿校園

子題: 與愛同行

組別 指導老師 研習題目

第一組 翁濱濱 關愛小先鋒

第二組 蕭珍鳳 難兄難弟

第三組 李穎虹 別遺棄我

第四組 胡國柱 尊重動物，愛護動物

第五組 陳嘉慧 瀕臨生命小調查

第六組 張淑嫻 愛樹木，一輩子

第七組 黎廷裕 中華白海豚的保育

第八組 梁家和 地球有難，全城要低碳！

六年級專題研習演示會(22.2.2012)

主題: 關愛滿校園

子題: 與愛同行

組別 指導老師 研習題目

第一組 袁國偉 愛的體現

第二組 戴柏霖 當九十後遇上功夫熊貓

第三組 范  星 救救動物

第四組 黎康慈 遨遊碳世界

第五組 劉玉燕 為「街貓」覓出路

第六組 李可欣 流浪犬小軒奇遇記

第七組 黃佩儀 不一樣的天空

第八組 黃  河 關愛大自然

張淑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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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聯校運動會

　　本校於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假灣仔運動場，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聯合舉辦「第五屆聯校運
動會｣，當天早上由兩校校長帶領學生進行運動員宣誓及主持鳴槍禮。各參賽健兒都積極投入比賽，大
家抱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參與賽事，啦啦隊不斷吶喊助威，氣氛熱烈。可惜約至中午時
分，下起雨來，而天文台更發出長達數小時的雷暴警告，使餘下的各項賽事未能繼續進行。雖然天公
不造美，但在各位老師、家長義工的通力合作下，上午的比賽都順利完成。最後由主禮嘉賓梁鳳鳴醫
生(英皇書院舊生)及一眾嘉賓頒發獎牌給已比賽項目的優勝者。

黎廷裕主任

李傑之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梁鳳鳴醫生(英皇書院舊生)

兩校校長帶領學生進行運動員宣誓及主持鳴槍禮

林國榮校董頒發獎牌給得獎學生

參賽運動員都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張舜堯校董頒發獎牌給得獎學生

陳麗貞校長頒發獎牌給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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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課

　　本校以「優化課堂教學，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為學校發展的

首要關注事項。為讓家長更了解

學校日常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

使其能親身體驗子女的學習經歷

及加深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特

安排家長觀課活動。本年度之家

長觀課活動已於二月廿七日至三

月一日順利進行，邀請了一至四

年級家長參與觀課。一至三年級

之觀課科目為中文、英文、數學

及常識，四年級為普通話教授中

文課。是次觀課活動，家長反應

踴躍，報名人數共有163位，反

映本校家長十分關心子女在校的

學習情況。家長於觀課後須就所

觀科目填寫意見問卷，是次家長

觀課活動期間，一共收集了322

份家長意見調查表，絕大部份家

長對家長觀課活動均有良好的評

價，本校於下年度將會繼續舉辦

此活動。

一年級家長觀課
二年級家長觀課

三年級家長觀課 四年級家長觀課

黃嘉璧主任

畢業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年級

的同學快要畢業了。今年五月，學校為同

學舉辦了畢業教育營，地點是西貢戶外康

樂中心。同學們除了參加了升中生活適應

課程外，還進行了營內定向、鬥智鬥力大

比拼及天才表演等活動，給他們在畢業前

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天才表演活動

同學們大合照

同學們玩集體遊戲，過程緊張刺激。

潘偉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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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滿校園」嘉年華日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

　　本年度之學校開放日於六月三十日(星期六)舉行，主題是「關愛滿校園」。當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至十一時三十分在本校禮堂舉行開幕典禮、頒獎禮及學生綜合文藝表演。主禮嘉賓是教育局總學校發

展主任(中西及南區) 陳展桓女士以及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鄭文容醫生，而表演節目有小提琴與鋼琴合

奏、跆拳道、專題研習演示和普通話集誦。典禮完畢，隨即開始國民教育、環保教育、專題研習及學

生課業作品展覽，並配以「關愛滿校園」、「中國文化」及「健康生活」為主題之攤位遊戲，供各界

人士參觀及參與。當天到校參觀的家長及同學眾多，場面十分熱鬧。

各位嘉賓主持開放日開幕禮剪綵儀式

跆拳道表演

普通話集誦表演

嘉賓們細心欣賞同學的作品 攤位遊戲均以關愛校園及
中國文化為主題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度　聯合畢業頒獎禮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領獎生名單
畢業證書代表　　　　　　　　：程心怡、何柏瑤、葉勁霆 (6A)   霍顥然、伍倩雯、阮卓盈(6B)  

　　　　　　　　　　　　　　　區海欣、何欣霞、黃俊傑 (6C)

英皇書院同學會獎學金　　　　：姚婷議 (6A)  衛珀僖 (5A)

陳盧麗屏紀念獎學金　　　　　：陳梓軒 (6A)

麥美倫獎學金　　　　　　　　：吳子荍 (6A)

英皇書院同學會鑽禧紀念獎學金：六年級 胡志聰(6A) 五年級 姚浚謙 (5A)

　　　　　　　　　　　　　　　四年級 楊皓霖(4A) 三年級 胡喜童 (3A)

　　　　　　　　　　　　　　　二年級 方淦森 (2A) 一年級 林曉敏 (1B)

簡浩秋獎學金  : 黃家悅(6A)　葉皓晴(5A)　譚俊杰(4A)　陳偲朗(3A)　 劉  廷(2C)　陳思涵(1B)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陳振邦(6C)  黃梓安(5C)  鄭映彤 (4C)  何潔瑩 (3A)  張悅心 (2A)   鍾承熹 (1B)

HKSAR Chief Executive C Y LEUNG Award of Excellence ：陳柏然(5A)、歐思哲(5A)

班級成績優異獎: (上下學期總成績)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第一名:  黃家悅 (6A)      衛珀僖(5A)       李天佑(4A)      謝元泰 (3A)      李　灝(2A)     林曉敏 (1B)

第二名:  姚婷議 (6A)      余平江(5A)       楊皓霖(4A)      胡喜童 (3A)      方淦森(2A)     陳思涵 (1B)

第三名:  胡志聰 (6A)      陳柏然(5A)       譚俊杰(4A)      陳偲朗 (3A)      鄭　彬(2A)     鄺浩然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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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一年級

林曉敏 1B 冠軍

李宇銦 1C 亞軍

蘇銀美 1A 季軍

二年級

劉廷 2C 冠軍

胡澧言 2B 亞軍

許駿勝 2A 季軍

三年級

胡志康 3A 冠軍

何潔瑩 3A 亞軍

胡喜童 3A 季軍

四年級

郭靖錡 4A 冠軍

譚寶榆 4A 亞軍

陳定康 4B 季軍

五年級

陳柏然 5A 冠軍

馬靖楠 5C 亞軍

陳艾湄 5C 季軍

六年級

胡志聰 6A 冠軍

程心怡 6A 亞軍

何柏瑤 6A 季軍

主辦單位：本校中文科

「一人一花 - 秋英種植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呂嘉珩 3A
植物

部份

冠軍

鄭曉琳 2A 亞軍

林曉敏 1B 季軍

胡志康 3A

工作紙部份

冠軍

譚寶榆 4A 亞軍

鄭焯瑩 1A 季軍

---
1A 最積極參與班級獎

(盆栽)

---
1C 最積極參與班別獎 

(工作紙)

主辦單位：本校常識科

「新春華服日華服比賽」(初級組)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級組

黃瀚琛 2B 冠軍

陳樂翹

胡志康

2C

3A
亞軍

林曉敏

何嘉恩

1B

2A
季軍

主辦單位：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英文閱讀報告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五年級

姚浚謙 5A 冠軍

陳柏然 5A 亞軍

陳德浩 5C 季軍

六年級

陳展霆 6B 冠軍

陳芍樂 6A 亞軍

崔嘉誠 6A 季軍

主辦單位：本校英文科及圖書科

校內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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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滅罪宣傳海報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吳子荍 6A

優異
宋婉盈 6A

主辦單位：中西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西區防火安全標語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葉晧堃 5A 亞軍

鄭浩均 6A 季軍

鄭諾軒 2B 優秀獎

劉婧雯 4A 優秀獎

鄺宗銘 1C 優秀獎

主辦單位：中西區防火委員會

「中西區交通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林曉婷 5A 亞軍

宋婉盈 6A 優異

主辦單位：中西區交通安全運動議會

劃破界限˙愛共融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五年級 姚浚謙 5A 級別獎

主辦單位：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服務中心 - 社區中心主辦

「和諧家庭親子繪畫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小組
姚浚謙 5A

優異
譚寶琳 6A

主辦單位：社會福利署

「星星不見了四格漫畫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吳子荍 6A 優異

主辦單位：港南青年聯青社

「禁毒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級組 吳子荍 6A 亞軍

主辦單位：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

「中西區防火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譚寶榆 4A 季軍

主辦單位：中西區防火委員會

「勞校校慶開放日Spelling Bees 2012」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J.4-6

歐思哲 5A

優異獎
葉皓晴 5A

姚婷議 6A

林沛渝 6A

主辦單位：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1/2012)」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姚婷議 6A 菁英金獎

主辦單位：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委託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

校外比賽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甲組

涂肇中 6A

殿軍

陳振邦 6C

劉浩華 6A

陳芍樂 6A

趙俊皓 6A

涂肇中 6A 傑出運動員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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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活力鼓令廿四式擂台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迎新組

劉婧雯 4A

第四名

(優異獎)

譚俊杰 4A

譚兆均 4A

楊皓霖 4A

陳詠琳 4C

吳梓謙 4C

陳舜軒 5A

葉皓晴 5A

曾卓棱 5A

姚浚謙 5A

許柏匡 5B

黃威桓 5B

陳晴亮 5C

張偉浩 6B

關焯輝 6B

黎亦朗 6B

主辦單位：香港中樂團

「2011-2012年度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中西區)」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全場

胡志聰 6A

殿軍陳梓軒 6A

姚婷議 6A

數學解難
陳梓軒 6A

殿軍
姚婷議 6A

主辦單位：香港理工大學
         　　 培英中學合辦

「無膠樽日口號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 姚浚謙 5A 冠軍

主辦單位：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高小英文組) 
姓名 班別 獎項

歐思哲 5A 優勝獎

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十二屆菲律賓-  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兒童組 張綽瑤 5B 三等獎

主辦單位：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社會共融」口號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鄭見朗 4A 冠軍

梁浩鉦 3C 亞軍

主辦單位：中西區區議會 / 明愛康復服務

「第十五屆常識百搭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

姚婷議 6A

優異獎

胡志聰 6A

黃家悅 6A

歐思哲 5A

葉皓晴 5A

曾祉龍 5A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城

「第八屆伯樂計劃」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生組別 胡志聰 6A
科學科
銀獎

主辦單位：天才教育協會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組別 姓名 獎項

高年級
中國舞組

鄭焯瑩(1A)　林嘉琪(1B)　周穎欣(1B)　謝濠鑫(1B)　鄭嘉榕(1C)
鄭曉琳(2A)　陳樂翹(2C)　郭嘉頤(2C)　李思慧(2C)　蕭蔚敏(3A)
黃美薇(3C)　賴嘉怡(3C)　阮卓琳(4A)　賴嘉雯(4C)　范綽恩(5B)
張綽瑤(5B)　吳子荍(6A)　阮芷殷(6A)　張雪婷(6C)　黃美琪(6C)

甲級獎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康樂文化事務署

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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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受

教師喜訊
　　

2011年一月五日，我的太太為我誕下一名「小兔女」─
梁日晴。我和太太給她改「日晴」這個名字，就是希望她
天天都看見晴天般開開心心地生活。在此，我也要感謝

我的同事和學生家長，向初為人父的我傳授照顧嬰
兒的心得，才能讓日晴健康地成長。

梁家和主任

6A　姚婷議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2011/2012)」

小學組　菁英金獎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我
參加了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的總
決賽，並有幸獲得金獎，令我感
到十分雀躍。另外，共十位的金獎
得獎者更有機會前往南京作考察交
流，這項活動亦令我大開眼界、獲
益良多。此比賽有三個環節：初
審、決賽和總決賽，比賽的範圍也
很廣，所以我必須經常閱讀，增進
我的語文知識，這樣比賽時才能有
足夠的自信。所以，同學們，請記
住這句話：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人。我想感謝張惠蓮老師，感謝她
幫助我處理比賽的資料和文件。

5A　姚浚謙
「無膠樽日口號設計比賽」冠軍

　　我感到非常高興，能夠在萬多位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得今次口號設計比
賽的冠軍。這次得獎提升了我的自信
心，也讓我勇於面對將來更多的挑戰。
　　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在平時
必須多練習作文的技巧，適當地運用不
同的詞語和修辭手法。
　　「環境保育、人人有責」，實踐環
保要從小做起，因為小學生是未來社會
的棟樑。我設計的口號是「人人自攜環
保樽，即棄廢物減萬噸」。我想鼓勵每
個人自備環保樽，從而減少製造垃圾，
令堆填區不致於出現飽和的現象，又可
避免環境污染的問題。
　　我很想感謝翟老師悉心的教導，以
及父母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5A　葉晧堃
「中西區防火安全標語設計比賽」

小學組　亞軍
　　記得在十二月的某一天，我收
到一封由「中西區防火委員會」寄
來的信，當我打開來一看，我感
到十分高興，因為那封信是通知我
得到「中西區防火安全標語設計比
賽」亞軍。到了領獎那天，當我知
道這次原來有四百多位參賽者，而
我得到亞軍時，我實在有點意外，
真的很開心。這次能得到獎項，我
很感謝翟瑞芬老師─我的中文科老
師，她平時很耐心地教導我寫作，
並告訴我要注意字詞的運用，使我
在作標語時，能在短短的十四個字
中表達到深入的意思。

6A　胡志聰
「第八屆伯樂計劃」

小學生組　科學科　銀獎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優才書院
舉辦的「伯樂計劃」。起初我只是
抱著嘗試的心態，想不到竟然被我
取得一個科學銀獎，真令人有點意
外。得獎後，我參加了一個領袖課
程，這個課程令我學到不少歷奇知
識。 
　　我認為在空閒時看多些不同種
類的課外書能自我增值。 我想籍此
感謝班主任李少杰老師和常識科勞
愷雯老師。

6A　吳子荍
「禁毒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級組　亞軍
　　我很榮幸可以得到「禁毒四格漫
畫創作比賽」的亞軍。 在畫這幅畫的
過程中，我學到怎樣可以畫出生動的
人物。 我認為其實只要抱著信心，
再加上努力，一定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的。我得到這個獎，真的要感謝范敬
歡老師的教導以及同學的幫助，他們
的意見令我獲益良多。

5A　林曉婷
「中西區交通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　亞軍

　　對於這次得獎，我真是覺得
很開心，也明白到「有志者，事
竟成」的道理。 
　　在訓練過程中，我學會了怎
樣運用不同的畫畫技巧，我希望
大家都能明白「只要肯付出，就
會有收穫」這個道理。 我想感謝
范敬歡老師的教導，還有父母的
支持。

6A　陳梓軒
「2011-2012年度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中西區)」

全場　殿軍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這個獎真的得來不易，要經過艱
苦的訓練，才能拿到這個獎。 在訓練過程中，我不但明
白到很多數學知識，還令我領會到當中的趣味。 
　　我想與大家分享: 數學一點都不乏味，因為你只要明
白一個道理，便可以計算成千上萬的算式。最後，我要感
謝爸爸媽媽悉心的栽培，也要感謝袁國偉老師給我機會去
參加比賽。

4A 鄭見朗
「社會共融」口號設計比賽

小學組  冠軍

　　我在這個口號設計比賽獲得冠軍我感到很高
興，因為我自己沒有想過能在這個比賽獲獎，因為
這個比賽共有二百七十多人參加。
　　我在訓練過程中學到一些關於社會共融的知
識。我們要多些幫助別人，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
　　我想讓同學們知道如果要成功，就一定要努
力。我在這個比賽獲獎，我想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