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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2013-2014年度快將完結，一學年的學校生活又將結束。相信同學們

在享受悠長暑假之前，也需要好好為假期作好準備，安排一些有意義的

活動，讓這假期過得既愉快又充實。

要暑假過得充實，閱讀及做運動都是不錯的選擇。閱讀不一定

要爸媽掏腰包買新圖書的，可以請他們在假日的時候帶你到公共圖

書館，那裏就是一個知識的寶庫，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心愛，有興趣的

書本。在圖書館裏甚麼都可以看，自由自在。小學時候的我，生活比較簡

單，暑假能夠鑽進有空調的圖書館裏享受閱讀，就是最快樂的節目了。

還有，趁今年暑假的日子訂立做運動的計劃，鍛鍊身體，從小培養持續做運動的習慣。做運

動有助舒緩學習壓力，令肌肉得以舒展，同學亦可透過做運動，學習與人相處，培養團隊精神。

相信同學們已獲邀參加由康文署主辦的「sportACT夏日動感挑戰」計劃。在指定的日子裏，你訂

下目標，定期定量參與運動，自我挑戰，當暑假過後，將運動日誌交由老師簽署核實。在領取獎

狀之前，相信你已經享受到做運動的樂趣，建立活躍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學們，暑假安排活動之餘，亦要預留時間為下學年升班作好準備。要拿出新書，看看新課

本上的內容，更要回顧自己過往一年的學習表現，讓自己有一個反思和跟進的機會，好的地方要

繼續保持，又或是將好的學習方法轉移到你比較弱的學習範疇上，對不足之處就要訂下可行的目

標，想辦法改善。

個半月後，暑假完結，期待着看見同學們一張張可愛活潑的笑臉再回到校園，又再分享彼此

的愉快經歷。

  林淑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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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跟同學和老師們分享他

們的感受，對同學們的表現甚

為欣賞呢!

電子學習 胡國柱主任

   學校以「優化課堂教學，推行電子學習」作為第二個關注事項，策劃全校性的電子學習計劃，於一

至六年級電腦科推行「電子書計劃」、各科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移動學習」活動，包括數學科「數學

遊踪」、常識科「榕樹全接觸」及「認識我們的花圃」、視藝科「雕塑漫遊」及「數碼繪畫」、環保

組「海下小偵探」及「低碳生活短片拍攝」活動等。

   此外，我們亦引入出版社的支援，協助中文、英文、數學科應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課堂」。

課程組更安排老師於專業發展日到訪「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讓全體教師進行觀摩學習，提升運

用資訊科技推行電子學習的能力。

閱讀大挑戰 中文科電子學習課堂 英文科電子學習課堂

數碼繪畫

「數學遊踪」移動學習

「榕樹全接觸」移動學習

「海下小偵探」移動學習「認識我們的花團」移動學習

「雕塑漫遊」移動學習 數學科電子學習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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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學校以「自覺盡責樂承擔」為主題，進行跨學科課程統整。為了擴濶學生的視野，加強學習
效果，特安排二年級學生參觀上環消防局，三年級學生參觀中央圖書館，四年級方面，4A班學生參觀

明報編輯部及排版等製作部門，4B及4C班學生分別參觀馬鞍山濾水廠及沙田濾水廠。同學們均用心聆

聽導賞員的講解及踴躍參與學習活動，認識了市民在社區應盡的基本責任及不同服務人員的承擔精神。

跨學科課程參觀活動
本

同學觀看濾水廠模型

黃嘉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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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試穿防火衣

消防員向同學介紹消防車設備

同學留心聆聽圖書館導賞員講解

同學正留心聆聽職員

講解明報的拍攝工作

同學參觀濾水廠實驗室



第七屆聯校運動會
   本校於2014年4月4日(星期五)假灣仔運動場，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聯合舉辦「第七屆聯校運動

會」，當天早上由兩校校長帶領同學進行運動員宣誓及主持鳴槍禮。同學們全力以赴，發揮體育精神

參與賽事，啦啦隊吶喊助威，氣氛熱烈。下午參加親子競技的家長十分投入。在各位老師及家長義工

的通力合作下，賽事順利完成。我校奪得4個班際冠軍獎項(2A、3A、4A、5C)，而6B班的譚阮超同

學，更在男子擲壘球以45.50米的佳績刷新大會紀錄。最後由主禮嘉賓梁強生先及眾嘉賓頒發獎牌及

獎盃予各個項目的優勝者。

親子競技 四年級班際冠軍(4A)

李傑之校監致送紀念品予 
主禮嘉賓梁強先生

兩校校長帶領同學進行運動員宣誓
師生接力賽勇奪冠軍及季軍
冠軍：林育鋒老師、林翠瑩老師、6B譚阮超、6A郭靖錡 
季軍：袁國偉主任、李可欣老師、6B吳家杰、6A劉婧雯

黎廷裕主任

參賽運動員都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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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正在進行腦激盪，就
「 公 民 使 命 齊 承 擔 」 這 個
子題，訂定研習題目。

校長出席專題研習演示會，並給予同學寶貴的意見。

同學進行演示會的情况。

五年級同學齊集禮堂進行思維技巧工作坊，
題目為「六頂帽子思考法」。

六年級同學齊集禮堂進行思維技
巧工作坊，題目為「比較與對照」

「專題研習」
   本年度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專題研習配合了本校跨學科「自覺盡責樂承擔」的主題，以「公民使命齊
承擔」作為研習的子題。各組就不同的範疇，如環境保護、愛護動物、各行各業及歷史人物等自訂研
習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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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穎虹主任

家長也跟同學和老師們分享
他們的感受，對同學們的
表現甚為欣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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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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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及三月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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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本校家長十分關心子女在校的學習

情況。家長於觀課後就所觀科目填寫意見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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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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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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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瑞芬主任

    為配合本年度學校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教學，推行電子學習，本校全體教師於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到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參觀。該校副校長分享了有關該學校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發展，而音樂科老師亦

為我們介紹有關校本電腦音樂課程的推行情況，並透過視藝科觀課，了解教授學生運用電腦軟件繪畫

之技巧及運作模式。下午還參觀了荃灣的三棟屋博物館，加深了老師對客家圍村歷史及其建築特色的

認識。

本校老師與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老師合照

學生上英文教研課時的互動情況

學生在數學教研課時進行分組活動

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分別於課後進行評課會議

教研課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及校本課程之發展重點，每學年定期進行四次教研課，各科組以共同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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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教學的效能。下學期已進行了2次

的教研課，教研的重點如下：

日期 科目 教研級別  教研重點 任教老師

07-01-2014 英文 J.6B  創意思維 黃嘉璧(課程主任)

07-05-2014 數學 J.3C  創意解難 許文星老師

教師專業發展篇
教師發展日

老師參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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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二十四名公益少年團團員於5月3日到鯉魚門公園參加健康生活教育日營。當天學生透過紀

律訓練及競技活動，與各友校同學交流，學習關愛他人、包容接納、互相幫助。團員表現積極投入，

秩序良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本校於活動中獲得中西區亞軍。希望團員能繼續踴躍參與其他公益活

動，樂於服務他人。

學生跟隨領袖做動作及齊唱公益少年團團歌 學生於活動中體驗失明人士的難處

團員於午膳期間分工合作
及照顧老師，表現滿分！

這個亞軍得來不易，活動後大家都聲嘶力竭了……

公益少年團健康生活教育日� 李可欣老師

潘偉強主任訓輔組活動 - 訓輔獎勵日�
    為獎勵學生課堂表現有所提升及積極參與服務，本校特於六月十六日舉行康樂日營活動。當天五十

多位同學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度過了難忘的一天。

同學們進行乒乓球比賽 同學們大合照

同學們參加射戰活動 同學們享受豐富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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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14年1月份進行了「學校教育基金」籌款，並於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舉行「『山頂

遊』步行籌款」活動，是日天公造美，風和日麗，校董、校長、全校老師及參與的家庭享受了一個愉

快的早上。是次活動共籌得$301,864.00，扣除支出$1,818.60，盈餘$300,045.40全數將存

入本校002教育基金戶口，用作更換天台多媒體互動學習室設備，以及推動學校的各項學生活動的用

途。在此，本校十分感謝家長、學生及各界好友慷慨捐助學校及撥冗出席當日之活動，使活動能圓滿

舉行。

看!我們參與步行籌款的陣容多麼鼎盛。
林國榮校董,楊啟健博士,陳麗貞教育顧問
及家教會黃明主席齊來支持是次活動。

山頂步行籌款

潘偉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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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參加了營內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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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

 鬥智鬥力大比併

天才表演 營地定向活動營內活動

同學們大合照

莫翠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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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蓮主任

    為讓同學認識不同範疇的藝術，本校於試後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藝術雙周」。節目內容豐富：在戲

劇方面，有飛鵬木偶團的《下弄上木偶(二)~中國傳統木偶演出暨示範講座》、本校五年級同學的跨學

科綜合藝術學習活動──《三國演義》皮影戲；在音樂方面，本校的手鐘隊、手鈴隊和口風琴隊攜手

演出午間音樂會，以及普通話兒歌比賽；舞蹈方面，有R&T 舞團表演的《小踏踏的願望》踢躂舞；視

藝方面，視藝科老師帶領同學到文化博物館欣賞「吉卜力工作室場面設計手稿展-高畑勳與宮崎駿動畫

的秘密」，還有環保組與同心網絡合辦的玻璃瓶彩繪工作坊。期望透過一連串的藝術活動，培養同學

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小踏踏的願望》踢躂舞

下弄上木偶(二)~中國傳統木偶演出暨示範講座

《三國演義皮影戲》班際比賽

環保玻璃瓶彩繪工作坊

午間音樂會

藝術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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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423閱讀日剛好碰上復活節假期，故此我們將「世界閱讀

周」定於四月七日至十一日，使同學更能享受閱讀。我們安排了一連

串活動讓同學感受閱讀的喜悅，「聽老師同學講故事」、「好文章，

齊閱讀」提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我和名作家有個約會」讓同學更

了解作家的心路歷程；「天天閱讀天天進步」鼓勵同學多閱讀；「閱

讀心聲齊分享」刺激同學多思考；「好書一齊讀」讓同學感受閱讀的

閒靜，從而使同學成為一個懂思考的「讀書人」。

名作家與同學交流創作心得 同學們沉醉在書海中

家長與同學分享有趣書籍

世界閱讀周活動

老師與同學分享有趣書籍

 英語日

黎康慈老師

李穎虹主任

     本校英文科於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了英語日。本年度的英語日首次以攤位遊戲的形式進行。同學在挑

戰十六款不同的攤位遊戲時，需運用不同的英語知識，如phonics, vocabulary 及 high frequency words

等。某些遊戲亦需同學發揮創意，例如他們要透過創作句子來完成遊戲。同學們都很投入當天的活

動。希望透過語言環境的建立，讓學生多運用英語，建立運用英語的能力和信心。

同學運用不同的英語知識挑戰十六款不同的攤位遊戲

無論各年級的同學及英語大使，都很投入當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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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加了第十七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的比賽。參與之同學於是次活動發揮創意，
並運用科學原理，設計了「扭扭毛巾360」。而設計的目的是希望利用簡單家居已有的工具設計一個
「扭扭毛巾」器，以協助長者於日常洗滌中省力地處理毛巾滴水之問題。是次比賽獲得了嘉許獎及我
最喜愛專題名稱獎。

同學們抖擻精神，準備「迎戰」
同學們努力向評審老師講解 獲得「嘉許獎」及「我最喜愛專題名稱獎」

常識百搭 

種植部份低級組獲獎同學合照最積極參與班級獎 : 1B 及 1C班

透過科技日，讓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培養學生探究的精神及對科學的興趣。

   戴柏霖老師

一年級探究題目：「小魚塘」 二年級探究題目：「自製對講機」

四年級探究題目：「隨意門」 五年級探究題目：「旋轉飛碟」
六年級探究題目：「水火箭」

三年級探究題目：「飲管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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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花」新畿內亞鳳仙種植比賽

科學探究
常識科活動



「自覺盡責樂承擔」嘉年華日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
黃嘉璧主任

合唱團表演

中樂表演

英文及普通話獨誦表演

家長及同學們參觀課業展覽

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的攤位遊戲

嘉賓們投入地玩攤位遊戲

各位嘉賓與校長於開幕禮合照

敲擊樂表演

花式跳繩表演

本年度之學校開放日於六月廿九日(星期日)舉行，主題是「自覺盡責樂承擔」。當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十時四十五分在本校禮堂舉行開幕典禮、頒獎禮及學生文藝表演，主禮嘉賓是利承昌集團主席、

英皇書院校友潘燊昌博士，而表演節目則有普通話獨誦、英語獨誦、花式跳繩、敲擊樂、合唱團及畢

業生的中樂表演。典禮完畢，隨即開始創意教學、電子學習、國情教育、環保教育及「自覺盡責樂承

擔」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並配以創意教學、電子學習及「自覺盡責樂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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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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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華夏盃奧數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  賽

 汪宏威 2B 一等獎

 譚梓聰 2C 一等獎

 李  灝 4A 一等獎

 陳偲朗 5A 一等獎

晉級賽
 譚梓聰 2C 特等獎

  李  灝 4A 一等獎

總決賽
 譚梓聰 2C 一等獎

  李  灝 4A 一等獎

主辦單位：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中西區」

姓名 班別 獎項

張展嘉  6A

    優異獎狀

陳偲朗  5A

胡喜童  5A

蔡日朗  6A

江若嶠  6B

楊皓霖  6A

李天佑  6A   銅獎、

  創意解難季軍吳  浩  6A

廖彥瑋  5A 銅獎

 主辦單位：培英中學及香港理工大學合辦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2014: The Earth and I」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Senior Primary English 陳卓朗 5A  Outstanding Award

主辦單位：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第十七屆常識百搭比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5A 胡喜童

嘉許獎及我最喜愛

專題名稱獎

5C 陳麗璿

5C 梁浩鉦

6A 陳穎霖

6A 李天佑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城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普通話朗誦初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古詩組別

彭志聰 2B 一等獎

張悅心 4A 一等獎

郭軍浩 4A 一等獎

兒歌組別
彭志聰 2B 一等獎

張悅心 4A 二等獎

繞口令 郭軍浩 4A 二等獎

主辦單位：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

「全港小學電腦『數』描大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

組

高嘉怡 6A

銅獎胡志康 5A

鄭  彬 4A 

主辦單位：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四級鋼琴獨奏 鄭天昀 4A 亞軍

二級鋼琴獨奏 黃煒鳴 4B 亞軍

初級組法國號 黃煒鳴 4B 亞軍

古箏初級組獨奏 陳麗璿 5A 亞軍

主辦單位：香港朗誦及音樂協會

「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新馬交流團」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全港 譚寶榆 6A 中西區代表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中級獎章 (橙章)」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全港

譚寶榆 6A

中級章(橙章)

陳定康 6B

高偉業 6C

黃宇恒 6C

胡喜童 5A

主辦單位：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我們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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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姓名 班別 獎項

李天佑 6A 優秀金章

楊梓駿 6A

金章
李天佑 6A

何嘉信 6B

黃宇恆 6C

翁子康
5C

銀章

陳麗璿

廖正熹 5B

郭靖錡

6A譚兆均

鄭映彤

主辦單位：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我們的獎項
學校音樂創藝展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廖敏惠 3A 鄔曉敏

5B

最佳演出金獎

最佳音樂銀獎

鄭焯瑩

3B

潘慧芸

鄭嘉榕 王梓彤

廖詠詩 鄭碧瑤

陳思涵 梁鈺佳

5C
曾宇謙 3C 翁子康

屈偉展

4B

楊瑋麟

曾卓然 陳麗璿

胡澧言 楊玥妍

6A李思慧 陳穎霖

李加琪

4C

曹譽璋

梁錦茵 劉仁龍

6B
黃美薇

5A

鄭耀駿

方進宏 殷力勤

孫海欣 楊翹楚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作曲家聯會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年級中國舞組

黃樂盈 1A

甲級獎

歐梓淇 1B

曾芷潁 1C

施阮珺 2A

黃煦晴 2A

張芷瑄 2A

陳綺桐 2C

林嘉琪 3A

周穎欣 3C

鄭焯瑩 3B

陳思涵 3B

鄭天昀 4A

陳樂翹 4A

李思慧 4B

謝汶芸 4C

黃美薇 5A

阮卓琳 6A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康樂文化事務署2014 全港童軍歌唱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童軍及

幼童軍隊

際組

陳鎣少 6C

冠軍

胡喜童 5A

王梓彤 5B

侯蔚誼 4A

張悅心 4A

黃伊筠 3C

主辦單位：香港童軍總會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組

楊梓駿 6A

冠軍
楊皓霖 6A

譚阮超 6B

吳家杰 6B

主辦單位：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挑戰盃---羽毛球」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組

李明馳 5B

季軍麥俊昊 6B

江若嶠 6B

主辦單位：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組別 獎項

中西區 冠軍

全港 銅獎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3-2014」

姓名 班別

吳梓聰 5C

主辦單位：屈臣氏集團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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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得獎感受

學校音樂創藝展  

最佳演出金獎及最佳音樂銀獎 

鄭耀駿 6B
    我認為今次得獎真是意料之外，因為我們今次才第一

次參加創藝展，而且能取得兩個大獎。我最想感謝陳子延

老師，因為他給了我一次做隊長的機會。整個團隊也給了

我莫大的支持，我衷心感謝他們。

2013「華夏盃奧數比賽」總決賽一等獎
李灝 4A
      我真的很開心，原本我預期自己只是能拿得二等獎或三等獎，可是

知道了結果後，我真的嚇了一跳。榮幸的是可以跟全國的精英在深圳大

學一起比賽，那裏的課室比我們的課室大幾倍，擠滿參賽者的場面真壯

觀！在訓練的過程鍛煉了我解決問題的耐性。記得有一次做題目時，我

有好幾道題都不懂，我便大發脾氣，最後冷靜了下來，重新思考，才能

解決，我現在已經不會再出現這樣的情況了。我最想感謝爸爸，他教會

我乘數表到方程式的數學知識。無論他多忙，都會抽出時間教導我。他

很有耐性，從沒半點怨言，我想沒有其他人肯付出那麼多的心血，只有

他會。爸爸，我真感謝你！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3-2014
吳梓聰 5C
    我很開心可以得到這個學生運動員獎，在艱苦的訓練

過程中我學到了堅忍，也學到應怎樣努力做好自己，爭取

佳績，成為師弟師妹的榜樣。我想藉此感謝我的老師、校

長，父母，感謝他們對我的鼓勵。

「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新馬交流團」中西區代表
譚寶榆 6A
     我很榮幸可以代表中西區參加這次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交流團。

記得當初去面試時，我真是十分緊張和害怕，但老師的鼓勵，令我將

恐懼克服。感謝李可欣老師和我的家長，因為他們給了我很大的動力

和鼓勵。我也很想感謝我的同學，尤其是郭靖錡和高嘉怡，因為她們

不斷地支持我，叫我勇敢的去面對。

2013「華夏盃奧數比賽」總決賽一等獎

譚梓聰 2C
    能夠得到這個獎，我覺得很開心。我的家人也很替我

高興。我希望將來能在這方面繼續得到好成績。從訓練過

程中，我學會了怎樣努力和認真地做試卷。我也學會了在

比賽時要善用時間，檢查試卷和不要發白日夢。我要多謝

我的家人，老師和同學，因為他們常常幫助我。

校音樂創藝展  最佳演出金獎及最佳音樂銀獎
陳穎霖 6A

     當我得知獲獎的消息後，我感到十分振奮，因為我們的努力得到了

肯定，但我又感到意外，因為我們竟獲得兩個獎項。在訓練過程中，令

我深深感受到團隊必需要互相配合及充分合作，才能成功。我最想感謝

的是陳子延老師，因為無論是背景音樂、樂器選材、舞蹈編排等都是由

他統籌的。他時常鼓勵我們、指導我們練習，真是功不可沒。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  聯校畢業頒獎禮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領獎生名單

 

英皇書院同學會獎學金              ：鄭耀駿(J.6B)  謝元泰(J.5A)
英皇書院同學會鑽禧紀念獎學金  ：六年級：曹譽璋(J.6A) 五年級：何潔瑩(J.5A)
                                     四年級：鄭洛謙(J.4A) 三年級：鄺浩然(J.3C)
                                     二年級：盧子聰(J.2B) 一年級：何冠聰(J.1B)
HKSAR Chief Executive  
C Y Leung Award for Excellence   : 胡喜童(J.5A)  陳偲朗(J.5A)
簡浩秋獎學金           ：張展嘉(J.6A)  黃郁雯(J.5A)  林  熙(J.4A)  鍾承熹(J.3C)  彭志聰(J.2B) 崔梓韞(J.1B)
李佩芳紀念獎學金     ：李天佑(J.6A)  張帥寧(J.5B)  李  灝(J.4A)  田中岳(J.3A)  周世錡(J.2C) 林在熙(J.1A)
陳盧麗屏紀念獎學金  ：譚寶榆(J.6A)  胡志康(J.5A)
麥美倫獎學金           ：陳穎霖(J.6A)
陳麗貞獎學金           ：陳定康(J.6B) 翁子康(J.5C) 顧善如(J.4C) 霍鏞謙(J.3A ) 洪曉琪(J.2C ) 譚奕祺(J.1C)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劉婧雯(J.6A)、江若嶠(J.6B) 、 侯熙懷(J.6C)、陳家豪(J.5A)、
                                蘇慧婷(J.5A)、李明馳(J.5B) 、 朱俊瑋(J.5C)、曾卓然(J.4B)、 
                                余平谷(J.3B)、陳雅慧(J.2A )、 黃鈞浩(J.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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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鄭耀駿(J.6B) 謝元泰(J.5A) 李   灝(J.4A) 鄺浩然(J.3C) 盧子聰(J.2B) 何冠聰 (J.1B)

第二名:  曹譽璋(J.6A) 胡喜童(J.5A) 林   熙(J.4A) 陳耀昇(J.3C) 彭志聰(J.2B) 崔梓韞 (J.1B)                

第三名:  張展嘉(J.6A) 陳偲朗(J.5A) 鄭洛謙(J.4A) 鍾承熹(J.3C) 陳雅慧(J.2A) 袁天富 (J.1C)

領取畢業證書代表：高嘉怡(J.6A)     麥廣濤(J.6B)      黃學懿(J.6C)

班級成績優異獎: (上下學期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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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支粉筆，記錄老師飛揚的青

春；一本本簿冊，承載師生辛勤的付

出。當英小二校的教師是幸福的，

那份幸福是來自勤奮純真的同學，

那份幸福是來自關愛包容的同事。

十年的光陰一晃眼過去了，看着同

學們朝氣蓬勃，每天都在不斷進步

着，工作的勞累和煩瑣一下子便拋到了

九霄雲外。任教畢業班的我，時時刻刻都感受着濃濃的師生情

誼，在這班活潑的孩子身上，讓我找回不少年輕人的幹勁。鳳

凰花開，熟悉的蟬鳴又在耳邊響起，盼望即將畢業的同學青出

於藍，懷著無比的信心與毅力，走過青蔥歲月，奔向錦繡前

程。

校長十年服務獎

教職員榮休 - 黎廷裕主任

教職員十年服務獎 - 張惠蓮主任

本校教師林育鋒老師與張安兒小姐
在本年五月十一日舉行結婚典禮，
共諧連理。

　　今年是我在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服務的第十年，回想

十年前，初到貴境，一到職就是一位課程主任，統籌課程，其後

獲陳麗貞校長(前任校長)提拔，擔任副校長，今年還首年當上了

校長呢。十年的日子裏，眼見學校不斷進步，同學在老師循循善

誘下不斷成長，無論是學業，還是非學業表現上，都屢創佳績，

成績有目共睹。期望在往後的日子，能夠與同事們肩並肩，發揮

團隊的力量，為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學生創造一個更理

想的學習環境，培育更多未來社會的棟樑。

終身教書不厭書

教學相長得樂時

緣聚緣散彈指間

只是教人下筆難

祝願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校譽日隆，

教職員和樂安康，工作愉快，

同學健壯成長，品學俱優。

laitingyue@yahoo.ca

教師喜訊

教師榮休及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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