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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踏入2013年，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訪問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高永文醫生的節目，他憶述當年非典型肺炎(沙士)肆虐的

經過，當年沙士發生時，不單醫療衞生的問題，而是整個社

會也停下來，學校宣佈停課，香港陷入蕭條，造成多人死

亡，是香港近年最嚴重的疾病。忽然記起，原來今年已是

「沙士事件」發生十周年了。事件至今，相信不少香港人仍

記憶猶新。「沙士事件」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發，讓我們明白

到必須保持良好個人衛生，有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發燒時應戴

上口罩，並及早求醫。我們亦要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均衡

飲食、適量運動、足夠休息、切勿吸煙。所謂「健康就是財富」，只有注意衛生，多做運動，保持身心健康，

才能活得快樂，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本校十分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所以將「建立健康校園，促進身心健康發展」列入學校的三個「學校發展

關注事項」之一。在健康飲食方面，學校設有「校園健康推廣小組」，定期開會商討及檢視有關政策；設有

「膳食小組」，監察學生午膳飯盒質素；亦設有「小食部監察小組」，編排教師定期巡視小食部，編定合理的

可售賣小食及飲品清單。每年四月舉辦「水果周」，鼓勵學生多吃水果及認識水果的營養價值。在鼓勵學生運

動方面，學校鼓勵全校學生參加「sportACT」考章計劃；協助「小胖子」學生減肥，例如舉辦「健康小跳豆」

班、「Early Birds齊齊做早操」活動等。總括而言，學校透過林林總總的途徑，致力建設健康校園。學校自2009

年參加「至『營』學校認證計劃」，2011年獲「至營學校」嘉許，2011年獲衛生署邀請，接待訪港考察港童健

康飲食計劃的新加坡衛生局代表團。2012年12月更獲邀協助衛生署在本校進行傳媒發發布會，足見學校在這方

面的工作已取得不俗的成效，實有賴全體教職員的共同努力。

　　農曆新年假期將至，希望各位同學能善用餘暇，珍惜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在此祝各位同學龍馬精神，學業

進步！各位家長、校董、教師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陳麗貞校長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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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國慶雙周於去年九月廿四日至十月五日舉行，主題是「中國古都」。通過跨學科課程，使學生認識中國的古

都，從而加深他們對祖國的認識，提高其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九月廿四日早會舉行了國慶雙周開幕儀式，包括進行升國

旗、唱國歌以及國慶講座。

　　國慶雙周的課程由全校各科老師進行跨學科協作，為該級設計內容豐富及具富趣味性的學習活動及課業，包括各古都

的天氣、地理環境、飲食文化、歷史、名勝古蹟、手工藝、音樂、體育設施及名人等。每級更設一主題講座，於早會時段

進行，由常識科、中文科或普通話科老師負責主講，使同學對古都有更深的認識。

　　本年度國慶雙周－「中國古都」的各級子題：

年級 古都

一年級 北京

二年級 南京

三年級 西安

四年級 杭州

五年級 洛陽

六年級 瀋陽

　

國慶雙周活動 黃嘉璧主任

升國旗儀式

介紹古都瀋陽的講座

介紹國慶的講座

24.9.2012-5.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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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課程子題:

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子題 尊重你我他 齊建共融社會 尊古惜今 尊重無國界 尊重建和諧

二年級跨學科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動物園〉
　　二年級的同學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廿八日、廿九日以及十二月十三日參觀了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動物園。當日同學在講解

員的帶領下，實地觀察了該園的動物，包括雀鳥、哺乳類動物和爬行類動物，認識了牠們的特徵及習性，也明白保護動物

的重要。

三年級跨學科參觀：九龍清真寺
　　三年級的同學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參觀了九龍清真寺，使其對不同的宗教有進一步的了解。當日講解員向同學講解了

有關伊斯蘭教的背景和習俗，並介紹了清真寺的建築特色。

四年級跨學科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
　　四年級同學分別於去年十二月四、五、六日參觀了香港醫學博物館，以加深他們對香港古跡的認識、欣賞和尊重。導

賞員細述博物館成立的歷史原因，帶領同學參觀博物館的各個展覽廳，並向他們講解此百年古跡的獨特建築風格及保育工

作。

五、六年級跨學科活動：平機會互動百變機劇場
　　五、六年級同學在去年十二月七日於禮堂欣賞了由大細路劇團主辦，平等機會委員會贊助，以「家庭崗位歧視」法例

為主題的互動百變機劇場。在演出的過程中，演員與所有同學一起討論故事中的歧視行為，亦邀請部份同學扮演有歧視行

為的人物，並以正確的態度重演片段，使「受害者」重新得到平等的看待。

黃嘉璧主任

二年級同學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的動物園
三年級同學於九龍清真寺外合照

五六年級同學欣賞並參與平機會互動百變機劇場
四年級同學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

跨學科課程活動
本筟學年學校以「互相尊重．和諧共融」為主題，進行跨學科統整，

各科為學生設計並進行一連串的學習活動。



學生分組討論，共同進行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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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本年度有19位學生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及香港作曲家聯會合作舉辦的2012-2013學校藝術培訓計劃──「聽

作演奏器樂曲」音樂創作培訓計劃。    

　　這是一項藝術教育計劃，有關方面邀請了傑出的本地作曲家親臨本校，和參與音樂欣賞及創作課程的學生一起合作，

培育學生在表達、溝通、演出及創作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此計劃為期11個月，由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起，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示範講座，香港作曲家聯會到本校講

解計劃內容及有關作曲點滴。第二階段為工作坊及校內音樂會，除了為學生提供基礎的作曲訓練外，同時亦透過介紹當代

及古代作曲家有趣的作品，培養學生欣賞音樂的能力，讓他們發現在平日生活中所忽略了的聲音和音樂。最後階段為聯校

結業音樂會，透過正式遴選，評審團將會評賞四間參與學校(包括本校在內)學生的作品，並挑選最佳作品，然後由專業演奏

家在校外演奏，讓學生向公眾展示學習成果，以收交流之效。

跨學科課程活動

「聽作演奏器樂曲」音樂創作培訓計劃
梁家和主任

香港作曲家聯會派出導師到校教授學生作曲的技巧

學生利用不同的敲擊樂器，並根據動物的特性，創作動物獨特的聲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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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穎虹主任
　　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全校英文科老師與
學生參與Halloween Fashion Show(萬聖節時
裝表演)，學生們穿著不同的萬聖節服飾，
與外籍老師一起進行時裝表演。他們穿著的
萬聖節服飾，各有特色，為節日增添不少氣
氛。

　　在萬聖節當日享受節日氣氛之餘，英文
科老師在十月份更會為學生設計一連串的萬
聖節活動，如在英文課堂上學生會學習一些
有關萬聖節的風俗、詞彚彙及歌曲，並透過一
些有趣的英語活動鞏固所學知識，提高學生
對英文科的興趣及能力。

　　本年度的萬聖節話劇名為 'Naughty 
Witches' ，同學在欣賞短劇的同時，亦可用
英語與台上表演的老師及同學作出互動，從
愉快的環境及活動中學習英語。

　　學校成立「學生學習支援小組」，負責策劃、統籌和推動學生支援

工作，並採用「全校參與」的模式，定期檢視成效。本年度本校繼續申

請以「新資助模式」下的「小學學習支援津貼」及「言語治療津貼」，

運用撥款聘請教學助理、外界專業人士、外購短期課程等，協助推行各

項支援計劃，希望能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建立共融的學習環境。

言語治療師為同學們主持言語治療早會 閱讀媽媽到校為非華語學生講中文故事

學習支援組舉辦的家長講座─

「如何令子女更聰明」

同學們正在參與中文讀寫課程 外聘社工帶領同學們參與

社交技巧訓練活動

萬

聖
節

英語活動

學習支援

組

外籍導師與同學們表演

有趣的話劇

大家都表演得十分出色

同學們到台上展示他們

的萬聖節服飾

同學們的扮相真的維妙維肖 校長與同學們過了一個愉快的萬聖節 家長們也一起來參與我們的萬聖節活動

莫翠珊主任



6

服務生心聲

潘偉強主任

　　為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並加強學生人際溝通及建立團隊合作精神，訓輔

組推行「一生一服務」計劃。

    學校提供不同層次的服務。課室層面的服務包括班長、組長、科長、課室日誌長、膳食長、清

潔長、節能長等；學校層面的服務包括風紀、圖書館管理員、IT領袖生、環保大使、英語大使、

普通話大使、數學特攻隊、故事姐姐、故事哥哥、伴讀小老師、幼童軍、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

等。此外，學校每年亦安排學生，服務區內有需要的人士。例如：探訪老人中心、探訪弱能人士

中心、探訪青少年戒毒中心等。透過這個計劃，由校內到校外，由家庭到社區，逐層深化，加強

學生勇於承擔的態度及社交技能的發展。

曾祉龍　6A　　圖書館管理員

　　今年九月，我被學校選為圖書館

管理員。經過黎老師的悉心指導後，

我發覺這個崗位的工作並不困難，很

多事情都是熟能生巧。例如替同學還

書，你只需把圖書的條碼用紅色電腦

光線照一照，然後按一按電腦，最後

再把舊日期劃掉便可。這個職位，不僅讓我認識到很多好

書，還讓我結識到很多「愛書之人」。我的同學黃國鴻便

為我介紹了一本書─《瘋羊血頂兒》，令我愛不釋手。這

個崗位帶給我很多快樂和享受，我衷心感謝老師給了我一

個學習及服務的機會。

衛珀僖　6A　　風紀隊長

　　我是6A班衞珀僖，是二、四崗的風

紀隊長。我的職責主要是監察風紀的工

作和安排代風紀當值。或許你會問: 做

風紀隊長辛苦嗎？我認為服務同學乃是

一項光榮的任務。做風紀隊長挑戰性

大，能獲取寶貴的經驗。在這三年的風

紀生涯中，我熱心助人，在遇到挑戰時仍能堅定勇敢，真是獲

益良多！

譚俊杰　5A 　　IT領袖生

　　大家好！我是五甲班

的譚俊杰，是一名I.T.領

袖生，負責協助同學利用

電腦進行學習。回想起一

年級的時候，我看到一些

I.T.領袖生，他們懂得很多

關於電腦的知識，例如: 處

理當機的方法、一些快鍵等。我很羨慕，決心要

成為一名I.T.領袖生，於是我便閱讀一些關於電腦

的書籍。如今我能成為I.T.領袖生，我感到非常榮

幸，我還要感謝電腦科老師胡國柱老師悉心的教

導。今後，我會把我學會的電腦知識毫無保留地

傳授給師弟和師妹。

一
 生 一 服 務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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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全體二年級學生於2012年12月6日參加由中西區區議會主辦，中西區校長聯會合辦的「中西區迪士尼奇妙學習之

旅彚」，是次活動目的是將課室移師香港迪士尼樂園，讓學生透過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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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親身體驗製作簡單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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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國偉主任
6.12.2012

「2012
中西區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21.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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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瑞芬主任

翟瑞芬主任

參加活動後感想：

　　為加深學生對瀕危動物的認識，培養他們愛護海洋環境和珍惜自然資源的態度，本校環保組向漁農自然護理署借取有

關中華白海豚的展板，於校內展覽一周，學生反應熱烈，除了認真瀏覽展板的內容外，還參加有獎問題遊戲。

　　本校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

學校旅行學習日，目的地是馬鞍山郊

野公園。當天天朗氣清，學生三五成

群，有的玩集體遊戲，舒展筋骨；有

的跟隨老師步行馬鞍山郊遊徑，欣賞

大自然的美景，大家都度過了愉快的

一天。

19.11.2012-23.11.2012

張展嘉  5A

　　我覺得這次展覽的內容很吸引，我認識了兩種

居住在香港水域的鯨類動物─中華白海豚和江豚。

我不但知道了牠們的特徵，而且還認識了牠們的生

活習慣。我以後也會多留意關於牠們的報道。

許駿勝  3A

　　我覺得這次展覽的內容十分豐富，我認識了中

華白海豚和江豚，牠們都很可愛，但是有些人竟然

把垃圾拋進大海裏，危害牠們的生活環境。所以，

我們要愛護大海和海洋生物，不要令牠們彚絕種。

林曉敏  2A

　　我覺得這次展覽的內容很精彩，我認識了很多有關中華

白海豚以及一些有關江豚的知識，例如牠喜愛的食物、外形

特徵、常見行為等。另外我還知道了牠們瀕臨彚種的原因，我

以後也會珍惜小動物。

張喜麟  4C

　　我覺得這次展覽的內容很豐富，我認識了中華白海豚正

受到人為的威脅的原因，也知道了江豚都是生活在香港水

域。我以後也會保護海豚，保護大自然。

介紹中華白海豚展板
同學們踴躍參加有關展覽的問答遊戲 部分得獎的同學開心地領取獎品

公益少年團的同學旅行不忘清潔

郊野公園

師生一同分享美食，yummy

同學們進行不同的集體活動

學  校
 旅

  行
學
 
 習

日

環保組活動 - 中華白海豚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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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傳媒發布會

　　本旅是全港第一個擁有合唱團之旅團，合唱團各導師均

為對音樂有豐富認識之專業人士。合唱團成立多年以來，曾

多次作出公開性表演。去年暑假，本旅團更獲得童軍總會邀

請，前往北京進行音樂文化交流。更值得高興的是他們連續

三年在「全港童軍歌唱比賽」中，勇奪冠軍殊榮。由於表現

卓越出眾，故連續多年獲得優異旅團的榮譽。

　　為培養學生養成良好及均衡的飲食習慣，及加強家長、學童對健康食物的認知，本校現正參與由教育統籌局、衞生署及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合辦的「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透過執行「學校健康飲食政策」，營造一個健康飲食環境，幫

助學童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而本校更於2011年獲得「至營學校」(目前全港有205間學校參與此計劃，共有40間學校獲得

「至營學校」)。

　　本年度學校獲衛生署邀請，於本校舉行「至『營』學校認證計劃」傳媒發布會，並獲邀向外分享推行健康飲食的情況。

香港童軍歌唱比賽2012
香港童軍大會操2012 － 獻唱國歌

國慶雙周昇旗禮

陳麗貞校長向來賓講解學校的健康飲食政策及

所推行的各項活動

本校校長，家長會主席黃明先生及他的兒子黃瀚琛同學(3C)

接受傳媒訪問，分享健康生活心得

勞愷雯主任

第
11

55旅
幼童軍活動

12.12.2012 袁國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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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日

英文科、中文科教研課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教學，推行電子學習，本校全體教師於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到上水鳳溪創新小學

參觀。本校教師在該校進行觀課活動以及參觀校舍，並由該校李淑賢校長、副校長及主任向本校教師介紹鳳溪創新小學於

電子教學方面的發展。下午則到香港藝術館參觀有關「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展」展覽及其他館藏。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的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以及校本課程之發展重點，英文科及中文科於

上學期分別進行了該科的教研課，科組以共同備課、集體觀課及課後評課為平台，進行教師之間的教學觀摩及交流，致力

提升教學效能。

致送紀念品儀式 參觀電腦室

中文科評課
中文科集體觀課

英文科評課 英文科集體觀課

觀課活動

全體教師大合照

黃嘉璧主任

黃嘉璧主任

教師 專業發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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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數學科)

　　本年度本校數學科參加了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舉辦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數學(2012-2013) 彚，由教育

局安排周偉志先生(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逢隔週二下午到校，跟二年級數學科老師進行共同備課和課堂觀課，並為全體數學

教師進行專業發展工作坊，跟老師們分享教學經驗。

對外聯繫：廣州市天府路小學到訪本校
　　2012年11月19日(星期一)及23日(星期五)，廣州市天府路小學教師團隊到訪本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活動促進了彼

此的專業發展，加強本校的對外聯繫。當日由本校陳麗貞校長帶領行政老師簡介本校跨學科課程、閱讀推廣活動、跨學科

專題研習及中文科課程，此外亦開放課堂，讓來自廣州的同工進行教學觀摩：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星期一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23 日

( 星期五 )

課堂 / 班別 任教老師 課堂 / 班別 任教老師

數學 (2A) 袁國偉主任 音樂 (2A) 梁家和主任

中文 (3A) 范敬歡老師 中文 (2B) 莫翠珊主任

數學 (5B) 黎廷裕主任 中文 (4A) 李曉迎老師

中文 (6A) 翟瑞芬主任

學生透過「動手操作｣」，理解加法的概念

國內老師參與觀課活動

兩校老師拍照留信

陳校長介紹多媒體語言室的運作

二年級數學老師與周偉志先生(高
級學校發展主任)進行共同備課

周偉志先生(高級學校發
展主任)為本校進行

數學工作坊

袁國偉主任

黃嘉璧主任



12

校內獎項

我們的驕傲

校外獎項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級組

林曉敏 2A 冠軍

伍思瀚 1C 亞軍

黃曉晴 1A 季軍

中級組

孫海欣 4B 冠軍

胡志康 4A 亞軍

劉　廷 3A 季軍

高級組

陳芳婷 6A 冠軍

姚浚謙 6A 亞軍

鄺天証 6C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中國歷史名勝問答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初級組

劉俊禧 2C

趙晟喆 3A

劉哲良 3C

高級組

鄔曉敏 4B

高嘉怡 5A

張振輝 6B

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及 IT 小組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級組

謝家齊 2A 冠軍

陳思涵 2B 亞軍

陳綺桐 1C 季軍

中級組

胡志康 4A 冠軍

黃郁雯 4A 亞軍

胡澧言 3C 季軍

高級組

姚浚謙 6A 冠軍

張展嘉 5A 亞軍

高嘉怡 5A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第八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級組 黃梓安 6C 優異獎

主辦單位：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機電安全香港通 2012 繪畫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小組 胡志康 4A 季軍

高小組 張綽瑤 6B 優異

主辦單位：機電工程署

「第十三屆中國 - 菲律賓 - 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兒童組 張綽瑤 6B 三等獎

主辦單位：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及

石獅市東南藝術研究院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

甲組
林紫縈 6A

100M 蛙泳 冠軍

50M 蛙泳 亞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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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特推鉛球 張振輝 6B 亞軍 ( 獎牌 )

男甲 100m 曾祉龍 6A 亞軍 ( 獎牌 )

男乙跳遠 劉俊祺 5B 殿軍 ( 獎牌 )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2012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兒童暨新手邀請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搏擊組 Sameer 6B 季軍

主辦單位：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2」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童
色帶組

劉俊祺 5B 亞軍 ( 獎盃 )

吳梓聰 4B 季軍 ( 獎盃 )

主辦單位：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明愛盃 2012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

跆拳道精英邀請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 Sameer 6B 亞軍

主辦單位：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2012 國慶杯跆拳道套拳大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色帶組
吳梓聰 4B 冠軍

吳梓謙 5C 冠軍

主辦單位：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及

 香港民航工會

「幼童軍金紫荊獎章」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幼童軍

歐思哲 6A

金紫荊
獎章

( 獎狀及獎章 )

葉皓晴 6A

陳芳婷 6A

梁巧欣 6A

楊玟軒 6A

江杰文 6C

吳浩霖 6A

曾卓棱 6A

林　瓏 6C

崔珈軒 6B

黃俊燊 6C

主辦單位：香港童軍總會

第六十四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英文集誦 ( 冠軍 )

一至三年級組

四至六年級組

英文獨誦 ( 亞軍 )

班級 學生姓名

4C Cristian

英文獨誦 ( 季軍 )

班級 學生姓名

1A 楊芷蕎

1B 陳雅慧

3C 陳樂翹

4C 胡錫林

英文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1A 李浩霖

1A 陳泓熹

1A 張芷瑄

1B 陳潔瑩

1B 周世錡

1B 羅博文

1C 伍思瀚

1C 陳亮愷

2B 陳　皓

2C 布凱狄

2C 田中岳

英文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3A 鄭曉琳

3A 李　灝

3A 侯熙弘

3B 明朗熙

3B 麥家昌

3C 梁錦茵

4A 方進宏

4A 胡志康

4A 謝元泰

4A 吳朗翹

4A 吳航準

英文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4A 胡喜童

4A 何潔瑩

4A 黃詠紅

4A 吳婉彤

4A 蘇慧婷

4A 黃郁雯

4B 余雅德

4B 陳卓朗

4C 張嘉麟

5A 陳昫榆

5A 高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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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英文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5B 劉仁龍

5B 鄭耀駿

5C 羅順民

5C 侯熙懷

6A 歐思哲

6A 葉皓晴

6A 林紫縈

6A 鄭頂程

6A 吳浩霖

6A 劉應源

6B 麥健朗

6B 崔珈軒

6C 張美怡

6C 馬靖楠

中文獨誦 ( 季軍 )

班級 學生姓名

2A 林曉敏

中文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1B 陳潔瑩

2A 鄭焯瑩

2B 陳思涵

2C 沈　仙

2C 岑家謙

3A 龔厚伊

3A 張悅心

3A 侯蔚誼

普通話集誦 

 ( 優良獎狀 )

一、二年級組

普通話獨誦 ( 亞軍 )

班級 學生姓名

6B 麥健朗

普通話獨誦 ( 季軍 )

班級 學生姓名

1C 彭志聰

2A 謝家齊

6C 林　瓏

普通話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1A 李彥衡

1B 周世錡

1C 毛劍霄

1C 譚梓聰

1C 于港生

2A 林曉敏

2A 陳逸豐

2B 陳耀昇

3A 吳堯炫

3A 吳嘉豪

3C 鄭宇彤

4A 黃詠紅

4A 胡喜童

4A 蕭蔚敏

4A 何潔瑩

普通話獨誦

( 優良獎狀 )

班級 學生姓名

4A 黃美薇

4B 孫海欣

4B 李倩婷

4C 黃筱茹

4C 潘慧芸

4C 陳麗璿

5A 劉婧雯

5A 譚寶榆

5A 黎嘉駿

5B 向一帆

5B 麥俊昊

5B 江若嶠

5C 何家輝

5C 陳紫晴

5C 江　琛

5C 吳梓謙

6A 衞珀僖

6A 姚浚謙

6A 湯皓彬

6A 余平江

6A 黃國鴻

6B 劉　凱

6B 張　銳

6B 范綽恩

6B 梁國權

6C 關芷柔

6C 陳思湉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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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胡志康

榮獲  「機電安全香港通 2012 繪畫比賽」

初小組                  季軍

　　我在「機電安全香港通 2012 繪畫比賽」取得季

軍，感到非常開心。在訓練過程中，我學會用自己的

想法加入繪畫中，再加上老師的悉心教導，才能奪得

好成績。如果各位同學對畫畫有興趣的話，應該向目

標進發，加以努力，必定取得好成績。在此我想感謝

多年來教我畫畫的老師，如一年級的鄭老師、二年級

和四年級的李老師，三年級的翟老師及三、四年級拔

尖班的范老師。謝謝他們的悉心教導。

6B     張振輝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     亞軍

　　雖然這是我第三次站在這個領獎台上，但這是我

最自豪、最有成功感的一次，因為為了迎接這個比

賽，我進行了很多艱苦的訓練，果然「皇天不負有心

人」，讓我的付出得到了回報。在訓練過程中，雖然

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我從中學會了堅韌不拔的精

神。同學們，其實困難不是阻擋你們前進的那面牆，

而是讓你們邁向成功的推進器。只有遇到困難不退

縮，而勇敢面對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我非常感

謝潘主任以及一直鼓舞我的老師們，因為沒有你們，

我根本不會選擇這個項目，更別說得獎了，所以我得

到這個獎不是屬於我個人的榮耀，而是我們的！

6A    曾祉龍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              亞軍

　　 這是我在這個比賽中第一次奪得三甲以內的獎

項，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感恩。我在艱辛的訓練中學到

了堅毅不屈的精神，而同學的扶持也讓我感到鼓舞。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遇到一些挫折，但它們也

可以令你變得強壯。跟跑步一樣，只有不斷地練習，

才能令自己成為生命中的「鐵人」。我感謝老師、同

學、父母的支持，也很感謝神的恩典。感謝葉教練對

我進行嚴厲的訓練，令我的體能有所進步。

6A     林紫縈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蛙泳  冠軍 

　　這是暑假的中國南寧特訓團後的第一個比賽，我

的成績令人驚喜，我游得的成績比自己的最佳時間快

了整整兩秒！想不到原來這艱辛的特訓令我的成績突

飛猛進，不枉我當時繼續留在特訓團中接受地獄式的

訓練。要成功，必先要有所付出；定立了目標，無論

遇到任何困難或挫折，都要勇於面對，不屈不撓地接

受挑戰。同學們，為自己訂下一個明確的目標，然後

發憤圖強。「一寸光陰一寸金」，大家共同為自己的

童年留下美好的回憶。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家人對我

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我還想多謝教練的悉心栽培

和照顧。  

得 獎 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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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喜訊
　　作為教育工作者，每年都見證著小一新

生和小六畢業生踏進人生的新階段。2012年

10月1日對我黃河老師和梁思恩姑娘來說，

也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我們在

這天結婚了！

　　圖中的水墨畫是我們親自設計和繪畫

的，並印製成文件夾，作為婚禮小禮物送給

賓客。你們知道這有什麼寓意嗎？

黃河老師、梁思恩姑娘 (駐校社工)

4B     吳梓聰

榮獲  「2012 國慶杯跆拳道套拳大賽」

色帶組                冠軍

　　我得到這個獎感到很開心，這是我在跆拳道取得

的第八個冠軍，也是我代表學校取得的第一個冠軍。

我每一招式都打得有勁有力，全靠教練的細心指導以

及鼓勵，令我增加自信心。只要努力學習以及不怕艱

辛，把套拳一次又一次重覆地練習，就能令比賽時更

有自信心。我要感謝跆拳道教練黃老師和羅老師的細

心教導，以及我父母的支持，他們每次比賽都來支持

及鼓勵我。

6A     葉皓晴 ( 代表 )

榮獲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集誦四至六年級組      冠軍

　　我感到十分滿足，因為能連續三年奪得冠軍，並

可以和袁太及李穎虹老師一起分享喜悅，令我格外愉

快。今次我飾演媽媽的角色，令我有更多機會發揮所

長，實在要感謝老師和各位同學！我在訓練過程中感

到有點兒辛苦，但獲益良多。其中以我學習到的團隊

精神最為深刻，我們 45 人要建立默契，合作朗誦詩

歌，實在不簡單。各位同學，我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

的！希望集誦組的同學也好好記住這個歡樂和難忘的

時刻！ 

5C     吳梓謙

榮獲  「2012 國慶杯跆拳道套拳大賽」

色帶組               冠軍

　　我得了這個獎，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我的第

一個冠軍，也是我代表學校奪得的冠軍獎項。這個獎

對我來說十分珍貴，是對我學跆拳的肯定。在訓練過

程中，我學會了要專心學習，遵從教練教導的套拳招

式，不斷地練習，使每一招都打得有勁有力，希望同

學也能夠學習到跆拳的刻苦及忍耐的精神。雖然學習

套拳比較沉悶，但只要有恆心便能成功。我想感謝父

母，不斷在我背後打氣。我也想感謝跆拳道教練黃老

師和羅老師的教導，還要感謝學校給予我們出外參賽

的機會，增加經驗。  

3A     方淦森 ( 代表 )

榮獲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集誦一至三年級組      冠軍

　　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們取得比上次更好的成

績。當我們聽到評判讀出我們學校的名字時，大家都

非常驚喜，因為大家都沒想到可以奪得冠軍。在訓練

過程中，我們學到了集誦英文詩歌的基本知識，和快

慢有序的要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相信只要

努力練習，就會得到好成績。我想感謝勞愷雯老師和

李可欣老師，因為她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教導我們。 

得 獎 感 受


	School_Magazine_vol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