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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快來了！      
 林淑芳校長

學年即將結束，同學期待的暑假快來了。在學校上課有學期之分，但其實學習是沒有假

期之隔。大家就趁暑假開始前，好好計劃暑假的時間，善用悠長的假期。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相信要善用暑假，就要好好

管理時間。首先要制定一個時間表，合理地分配學習與作息的時間，

切勿三分鐘熱度，訂了下來，請爸媽給你一點意見，就要切實執

行，如此時間表就成為你時間管理的好工具。

在暑假期間善用光陰，可以參加一些暑期活動及課程，學

習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體驗更多不同的生活經驗。透過不同的

暑期活動，學習如何與別人相處，培養良好的社交能力，嘗試不

同的解難技巧，協助自己成長。或許爸媽會跟你安排參加不同的興

趣班，但你不妨也可以向爸媽提出你的想法，讓他們清楚你的興趣所

在，如此就能更仔細為你揀選合適的暑期興趣班了。

選好了暑期興趣班，就讓暑期活動充斥整個漫長的假期嗎？安排密密麻麻的活動又是

否適合呢？其實同學最愛玩。千萬不要忽略「玩」的重要性，在此指要玩的，並非指一般低

着頭，令你廢寢忘餐的電子遊戲。暑假的日子終日沈迷「電玩」，你只會成為「電玩」的奴

隸，虛耗光陰。同學日常用了許多時間上學或溫習，其實少有機會能跟家人好好相處。藉着

暑假可以有更多「家庭日」的時間，享受與家人一起生活，與家人下下棋、玩玩大富翁，說

說笑笑，拉近彼此距離。周末周日更可以一家人到郊外遠足、騎單車，進行動態的活動。如

果動靜皆宜的你，一家走進圖書館，齊齊鑽入知識的寶庫，都是一件賞心樂事。

畢竟暑假是應該休閒輕鬆的。希望各位同學在暑假期間能好好「充電」，在學習與玩樂

間取得平衡，才算真正的善用暑假。

校 深長 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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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參觀地點/講座 日期 學習目標

一、四
關愛
Caring

關懷聽障短劇 2-12-2015
提醒同學多關愛聽障人士及
加強對聽覺保護的認識

二
尊重

Esteem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講座 10-11-2015

聆聽有關愛護動物的訊息，
學習尊重及珍惜動物的生命

三
責任感

Responsible
參觀中區警署

3A:16-11-2015
3B:18-11-2015
3C:20-11-2015

了解警務人員的工作，從而
明白責任感的重要性

四
關愛
Caring

參觀濕地公園 20-4-2016

透過野外考察及互動遊戲，
讓學生認識到濕地與我們日
常生活的關係，了解濕地供
應人類生活的各種所需，以
及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善用濕
地資源

二、五
尊重

Esteem
平機會互動劇場 19-1-2016

以『防止殘疾及種族歧視』
為主題，教育小朋友怎樣以
正確的態度去對待身體有缺
陷的同學

六
感恩

Appreciate
參觀綠田園 16-4-2016

讓同學明白食物得來不易，
學會感恩及珍惜食物

平機會互動劇場

參觀中區警署
愛護遺棄動物講座

參觀綠田園

參觀濕地公園

黃嘉璧主任
為了培養我校學生成為懂得關愛、尊重、感恩和有責任的人，學校以「I	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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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各級安排配合該級學習主題的活動。同學們參與

各項活動時，均能用心聆聽及踴躍參與學習活動，獲益良多！

各 跨級 學科 程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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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聽障短劇



參觀濕地公園

胡國柱主任
學校於2015-2016學年推行一系列的

編程教育課程，透過不同的編程學習工具，

讓學生學習電腦程式編寫及設計，從而培

養學生的邏輯思維、運算思維及創意。課

程包括Dash	and	Dot機械人編程、LEGO	

Mindstorm	EV3機械人創作、Scratch遊

戲創作及編程等。此外更與常識跨科合作，

於J.5運用Makey	Makey配合課題「閉合

電路」進行「創意樂譜設計」，於J.6運用

LEGO	Mindstorm	EV3配合課題「工具與

機械」進行「相撲機械人」等科探活動。

今年，我校精英學生更於「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勇奪小學組冠軍及季軍的佳績，足見本校編程教育

的成效，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此外，學校成功申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Coding	Education	Programme”，未來三個學年(2016/17

至2018/2019學年)將與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合作，於第二學習階段(J.4-J.6)電腦科全面推行編程教育，裝備學

生迎接編程學習新時代。

程編 教育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冠軍

LEGO	Mindstorm	EV3	機械人創作

常識科科探活動：

Makey	Makey創意樂譜設計(J.5)

LEGO	Mindstorm	NXT	機械人創作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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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國柱主任
2015-2016學年學校繼續深化電子學習課程，各級中文、

英文及數學科設計共18個新的電子學習單元，作為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的其中一個策略。視藝科及音樂科亦繼續推行「數

碼藝術家」及「數碼音樂家」計劃。

此外，各科亦運用平板電腦進行移動學習活

動，包括視藝科「雕塑漫遊」、數學科「數學遊

蹤」、常識科「榕樹全接觸」等，藉此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促進自主學習。

子電 學習

電子學習(中文科)
電子學習(英文科)

電子學習(數學科)

視藝科「雕塑漫遊」

數學科「數學遊蹤」

「數碼音樂家」計劃

「數碼藝術家」計劃

陳嘉慧老師
本年度環保組舉辦了不同種類的活動，

例如透過推行課室清潔比賽，能培養學生保

持課室清潔的習慣及態度；透過推行「物盡

『奇』用」設計比賽，能讓學生培養珍惜物

品，培養減少浪費的態度；透過推行大嘥鬼

四格漫畫設計比賽，能令學生發揮創意，減

碳節能，實踐低碳生活，而「我最惜食」體

驗活動則能讓學生反思自己日常對珍惜食物

認知和行為上的不足，從而身體力行地為珍

惜地球資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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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的優秀作品。
環 活保 動

在「我最惜食」體驗活動中，同學們要完成指定的任務才能

得到一份「食物」。



聯 運校 動會

「數碼藝術家」計劃

袁國偉主任
本校於2016年5月9日(星期一)假灣仔運動場，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聯

合舉辦「第九屆聯校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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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位老

師、家長義工的通力合作下，比賽順利完成。

參賽運動員都全力以赴，
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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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頒發獎項

五年級傑出運動員



梁家和主任
本年度專題研習配合了跨學科課程統整的主題，五、六年

級分別以「尊重建和諧」和「美滿人生、常存感恩」作為研習

的主題。各組就不同的範疇，如珍惜食物、宗教文化、男女平

等及天災戰亂等自訂研習題目。透過資料搜集、實地考察、問

卷調查、人物專訪等等的活動，學生把研習的報告內容，在演

示會上以生動有趣的表現手法向師生及家長作匯報。

專 研題 習

老師帶領學生進行「腦激盪」的活動，
訂定研習的主題和內容。

學生在老師帶領下進行「腦激盪」的活動，
並由學生匯報及展示討論成果

林育鋒老師帶領六年級專題研習的學
生進行野外實地考察，參加「郊野公
園遠足植樹日2016」。

梁家和主任安排五年級專題研習第二組的學
生訪問5B班布凱狄同學，進一步了解伊斯蘭
教的習俗和禮儀。

陳嘉慧老師帶領六年級專題研習第四組的學生	
到食店進行採訪，探討香港人浪費食物的情況。

黃嘉璧課程主任帶領五年級專題研習第七組的學生	
探訪日本家庭，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及文化。

六年級同學專題研習演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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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年級 主題 日期 任教老師

中文 J6
創意及明辨性思維

電子學習
26-4-2016 莫翠珊老師	6C

英文 J2
創意及明辨性思維

自學
21-1-2016 翁濱濱老師	2A

數學 J1
高階思維
自學

4-5-2016 鄧韋琪老師	1B

德育及公民教育 J4
關愛
自學

28-4-2016 林翠瑩老師	4A

教 專師 業發 教展 研活動
黃嘉璧主任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	1)深化品德教育，促進學生價值觀及態度培養，2)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

主學習效能及3)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高階思維，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及德育及公民教育分別就

關注重點進行了教研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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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的教學技巧，從而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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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教研評課

中文科教研課

德育及公民教育教研課

數學科教研課

數學科教研評課



潘偉強主任
本校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七日，為同學舉辦了畢業教育營，地點是西

貢戶外康樂中心。同學們除了參加升中生活適應課程外，還參加了營內定向、營

地活動、鬥智鬥力大比拼及天才表演等活動，給學生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六 級年 學生 育教 營

校本 對外 享分
 胡國柱主任

本校積極對外分享學校政策及學與教方面的經驗，本年度多次獲教育局及本地大學的邀請，就校本家課

政策的推行、數學科、常識科、視藝科及體育科校本課程發展的經驗進行校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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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優化學校家課政策分區專業研討會

在視覺藝術科應用電子學習

體育基礎活動學習社群：

課研組分享會

善用小班優化教學

日期 主題 主辦單位 講者

24-2-2016 持續優化學校家課政策
分區專業研討會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幼稚園及小學組

林淑芳校長
胡國柱主任	
黃嘉璧主任26-2-2016

5-5-2016
小學課程領導工作坊

2015/2016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林淑芳校長
胡國柱主任

16-6-2016 在視覺藝術科應用電子學習
教育局

藝術教育組
范敬歡老師

25-6-2016
善用小班優化教學

Get	Ready	for	STEM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黃佩儀老師

27-6-2016
「體育基礎活動學習社群：

課研組分享會」
教育局體育組

林育鋒老師
梁亮老師

6-7-2016
「數學科解難教學」	

學習社群2015/2016分享會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袁國偉主任
許文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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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獎勵本校服務生積極參與學校服務，本校訓輔組於六月十六日舉行獎勵日營活動。當天四十多位服務生

到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張惠蓮主任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藝術，本校於試後舉辦了「藝術周」。節目包括由小不點創作的《游

向彩色的泡泡》戲偶互動劇場、Rhythm	&	Tempo	Limited的踢躂舞表演、五年級跨學科綜合學習活動──

皮影戲、普通話兒歌比賽等，期望透過一連串的藝術活動，培養同學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同學們享受豐富的午餐

同學把木偶舞動得栩栩如生

表演滲透皮影戲元素

互動環節中同學積極回答

營 潘偉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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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大合照

同學們打羽毛球 同學們進行乒乓球比賽



梁思恩姑娘
孩子們擁有無窮的潛能，有待身邊的成年人協助他們發揮出來。駐校社工深信學生所處的環境，對

他們的成長有極大的影響。當我們營造出適當的生活環境，讓學生去體驗和實踐，他們便能各展所長、

潛能盡顯。

營造學生感到「被愛」和「被重視」的氛圍

創造服務社群的機會

營造「具挑戰性」及「體驗性」的環境

位方 學生 導輔 服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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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沙灘活動

賣旗活動

成長課：體驗自我認識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課：體驗何謂「關愛精神」

定向活動：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戶外歷奇活動：在黑夜中拾回

寫上自己名字的雞蛋

「成長的天空」典禮：肯定學生在計劃中的正面轉變 	親子日營：促進親子關係 給孩子的信：鼓勵全校家長撰寫信件

給子女，讓他們感受到父母對他們的

愛與肯定。(圖：1B何詠齡、1C何倬

齡、3A何冠聰及他們的母親)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Day

Fantasy Land

6月20日為本校的英語日。高低年級的同學

分別到禮堂進行英文攤位遊戲活動。同學需運用

不同的英語知識及創意挑戰不同的遊戲。同學們

都非常投入。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建立豐富的語

言環境，讓學生多運用英語，增強他們運用英語

的能力和信心。

本校於1月22日舉行了	‘Fantasy	Land’	活動。透過有趣的英語話劇表演及課室英語遊戲活動，提升學

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信心及能力。同學於當日亦可穿著童話故事角色(例如王子、公主、仙子等)的服飾回校，

以增添氣氛。

老師與同學一起來張大合照

各年級的同學及英語大使都能投入地參與當天的活動。

李穎虹老師

同學欣賞由本校英語話劇組演出的話劇並回答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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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科識 活動

黃佩儀老師
為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或思考習慣，本年度學校舉辦

了一年兩次的「科技探究活動」，各級於上、下學期進行，學生透過各種實驗，進行預測、觀察、分析

數據、歸納、驗證等，學生積極投入，認真思考與討論，從而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探求。

科技探究活動

本年度學校繼續參加了由教育局、香港教育城等合辦的第十九屆「常識百搭」比賽，並獲得了嘉許

獎，我們的探究的題目是「膠樽可製作模型飛機嗎？」。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科

學活動，培養學生對科學及科技學習的興趣。

常識百搭

五年級科探活動：閉合電路

五年級服務學習- 探訪老人院
服務學習讓學生透過參與社區服務，以獲取親身的學習經驗。

在學習的過程中，	學生有充足的機會發展不同的能力，並培養學生

對長者的尊重和關愛。藉著這些體驗，學生能進行反思及作進一步

探討個人在社會的角色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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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科探活動：磁力王

三年級科探活動：保溫瓶

與長者玩遊戲	探訪老人院的情况

學生参加講座認識服務對象的特性

同學們正詳細地向評判講解研究內容，並留心聆聽評判的意見和評語



本校於六月廿六日(星期日)舉行以關愛、尊

重、責任感及感恩為主題的「I	CARE」嘉年華

日。當日上午於本校禮堂舉行開幕典禮、頒獎禮

及學生文藝表演，主禮嘉賓為英皇書院校友麥家

儀小姐及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楊啓健博士。當日

之表演節目有活力健體操、普通話集誦、合唱團

歌詠表演、中國鼓及敲擊樂。典禮完畢，隨即開

始創意教學、電子學習、編程教育、國情教育、

環保教育、專題研習及「I	CARE」學生課業作品

展，並配以創意教學、電子學習、編程教育及「I	

CARE」攤位遊戲，供各界人士參觀及參與。當

天到校參觀的嘉賓、家長及同學眾多，場面十分

熱鬧。

年
業

嘉
課
華

作

日

品
暨

展學生
「I CARE」

合唱團歌詠表演
普通話集誦

各位嘉賓主持開放日開幕禮剪綵儀式

敲擊樂

課業展覽攤位遊戲

嘉賓合照

黃嘉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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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健體操
中國鼓

三位小司儀



我 的們 獎項
The 8th Create My Smart Storybook 

Contest (Hong Kong District)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Mover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黃俊穎4C

Starters Bronze	Award 梁珈齊2A

主辦單位：Smart Educat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中區少年警訊「滅罪、禁毒」中文徵文比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學組 亞軍 郭軍浩6A

季軍 劉　廷6A

主辦單位：中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2016

獎項 姓名及班別

最具創意故事獎 陳寶權3C

主辦單位：香港電台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合辦

AXA Young Wizards Academy:  
Smart Planning Competition 2015

獎項 姓名及班別

Champion 彭志聰4A

主辦單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AXA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高小英文組 優勝獎 鄭焯瑩5C

主辦單位：香港公共圖書館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中小組 銀獎 彭志聰4A

主辦單位：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冠軍 林　熙6A			鄭洛謙6A			李　灝6A			

季軍 方淦森6A			劉卓榮6A			許駿勝6A

主辦單位：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2016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學
計算競賽	三等獎
數學競賽	三等獎
總成績	三等獎

林　熙6A

主辦單位：保良局主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比賽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嘉許獎
林　熙6A			吳堯炫6A			鄭　彬6A			
胡啟剛6A			鄭洛謙6A			張迦晞5C

主辦單位：教育局

第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初賽)

獎項 姓名及班別

銀獎
吳堯炫6A				李　灝6A	
林　熙6A				鄭　彬6A

主辦單位：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第十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南區及中西區) 

獎項 姓名

優異獎狀 鄭　彬6A			林　熙6A			吳嘉豪6A			

優異獎狀	/
急轉彎殿軍

李　灝6A			吳堯炫6A			談衛宏6A			

優良獎狀 呂德泰5A			余平谷5A			鄺浩然5C

主辦單位：培英中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合辦

全港小學繪畫比賽—喜悅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初小組 優異獎 洪智皓2B			何倬齡1C

主辦單位：明愛職業訓練及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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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聯校)田徑章別挑戰日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男子D組
跳高冠軍、
100米優異獎

劉凌捷5A

女子D組 擲壘球殿軍 鄭焯瑩5C

男子E組
60米優異獎 黃灝政5A

跳遠、100米冠軍 林翊洋5C

女子E組
60米優異 張穎妍5B

60米殿軍 黃煦晴4B

主辦單位：香港田徑業餘總會

第六十八屆學校音樂節 

獎項 姓名及班別

法國號初級組冠軍 黃煒鳴6B

鋼琴三級冠軍 謝安泰3C			董士琛2A

鋼琴一級亞軍 唐小雅2B

主辦單位：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女子2008年 前單車跳亞軍 文宣叡2A

女子2007年
後單車跳亞軍 李芷而3C

前單車跳冠軍	
前交叉開跳冠軍

陳洛薇3B

女子初級組 三人大繩冠軍
陳洛薇3B			李芷而3C			

文宣叡2A

女子組 團體季軍
陳洛薇3B			李芷而3C			

文宣叡2A

男子2007年

前單車跳冠軍 溫鎬浠3A			

前交叉開跳冠軍 李澤濤3B			

後單車跳冠軍 周穎彥3B			

後交叉開跳冠軍 吳冠燊3C

男子2006年

前交叉開跳亞軍 李振華4B

後單車跳冠軍	
後交叉開跳冠軍

龔里迪4B

前單車跳冠軍 鄭忠軒4C

男子初級組

三人大繩亞軍
溫鎬浠3A			周穎彥3B			

吳冠燊3C

團體亞軍

龔里迪4B			李振華4B			
鄭忠軒4C			溫鎬浠3A			
周穎彥3B			李澤濤3B			

吳冠燊3C

主辦單位：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5 – 2016

曾卓然6A

主辦單位：屈臣氏集團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 方淦森6A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港島地域童軍歌唱大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幼童軍組 冠軍

張悅心6A			梁巧怡6B			李加琪6C			
胡澧言6C			余平谷5A			利昊謙5B			
黃伊筠5A			鄭嘉榕5C			區洛瑤4A			

麥凱琳4C

主辦單位：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學校音樂創藝展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三
至小
六

最佳意念獎	
金獎

最佳音樂獎	
銀獎

最佳音樂記
譜獎	銅獎

鄭曉琳6A	 方淦森6A	 李睿喬6A	
彭煒晉6A		陳洛慧6B		 梁巧怡6B	
李思慧6B	 黃瀚琛6B	 黃煒鳴6B	
陳樂翹6C	 胡澧言6C	 許智煉5A	
廖詠詩5A	 曾宇謙5A	 黃伊筠5A	
廖詠姍5A	 楊發輝5A	 陳思涵5B	
李欣怡5B	 禤　淼5B	 張語桐5B	
鄭焯瑩5C	 鄭嘉榕5C	 張迦晞5C	
勞祉遒5C		陳振栢4A		 陳雅慧4A	
陳綺桐4A	 王維軒4A	 鄭珈洳4A	
梁鈞維4A	 許雯娟4C	 馬曦宏3A	
謝安泰3C	 張芷嵐2B		 曾宇鍶2B

主辦單位：教育局藝術教育組及香港作曲家聯會合辦

幼童軍「童跑童跳展活力」

獎項 姓名及班別

50米急跑亞軍 林翊洋5C

跳遠季軍 林翊洋5C

隊際競技比賽-
童跑童跳獎	季軍

許智煉5A			郁焯詠5B			鄭嘉榕5C			
鍾皓宏5C			林翊洋5C			譚梓聰4A

主辦單位：香港童軍總會-港島地域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高年級
中國舞
組

甲級獎

陳樂翹6C	 李思慧6B	 陳思涵5B	
張語桐5B	 施阮珺4C		 文宣叡2A	
林影彤2A	 羅雅娸2B	 林沚柔2B	
吳佩澄2B		唐小雅2B	 鄭貝怡2C	
劉萃莊2C	 易慧欣2C	 呂天姿2C	
鄭睿淇1A	 李麗沂1A	 楊穎曈1A	
俞茆鎣1A	 陳雅之1B		 周靜宜1B	
沈思薇1B	 于心盈1C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及
康樂文化事務署合辦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目眾多，未能盡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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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同學會獎學金  
鄭	彬	(6A)				 鍾承熹	(5B)

英皇書院同學會鑽禧紀念獎學金   
方淦森	(6A)			 余平谷	(5A)

譚梓聰	(4A)			 袁天富	(3C)

吳鎧祥	(2A)		 吳偉祥	(1A)

HKSAR Chief Executive C Y Leung Award for Excellence		
陳思涵	(5B)		 鄭嘉榕	(5C)

簡浩秋獎學金 
林	熙	(6A)			 利昊謙	(5B)			 彭志聰	(4A)			 崔梓韞	(3A)		 蔡逸禮	(2A)		 于心盈	(1C)

李佩芳紀念獎學金 
李	灝	(6A)		 	鄺浩然	(5C)			 盧子聰	(4A)		 何冠聰	(3A)		 陳明恩	(2A)		 沈思薇	(1B)

陳盧麗屏紀念獎學金　

	鄭洛謙	(6A	)			 鄭焯瑩	(5C)

麥美倫獎學金		

陳浩昇	(6A)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校長陳麗貞獎學金		

張悅心	(6A)			 陳舜匡	(5B)			 何美儀	(4B)			 黃駿軒	(3C)			 張鎧彤	(2A)			 楊穎曈	(1A)		

陸煥昌獎學金		

侯熙弘	(6A)			 趙晟喆	(6B)			 胡澧言	(6C)			 蘇銀美	(5A)			 李頌天	(5B)			 何博文	(5C)		 	

區洛瑤	(4A)	 蕭梓敏	(4B)			 許雯娟	(4C)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李思慧	(6B)		 	陳洛慧	(6B)			 鄭天昀	(6C)			 曾宇謙	(5A)			 呂德泰	(5A)			 吳家朗	(5C)		 	

曾慶浩	(5C)	 	施阮珺	(4C)		 謝安泰	(3C)			 董士琛	(2A)			 莫嘉熙	(1A)

英皇書院同學會屬校校友會獎學金
曾卓然	(6A)		林翊洋	(5C)		于港生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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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彬		(6A)	 鄺浩然	(5C)	 盧子聰(4A)	 袁天富	(3C)	 吳鎧祥	(2A)	 吳偉祥	(1A)

第二名:				李　灝		(6A)	 鍾承熹	(5B)	 譚梓聰(4A)	 崔梓韞	(3A)	 陳明恩	(2A)	 于心盈	(1C)

第三名:				方淦森		(6A)	 余平谷	(5A)	 彭志聰(4A)	 何冠聰	(3A)	 蔡逸禮	(2A)	 沈思薇	(1B)

領取畢業證書代表
區凱琦	(6A)	 	吳卓琳	(6B)	 	練圖治	(6C)	 	

一
會

校
英
零

學
聯

單
五

小

畢

皇

六

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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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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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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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
二 禮

同
度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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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受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6   前單車跳冠軍 及 前交叉開跳冠軍      3B陳洛薇

我感到非常開心，能夠在這次比賽中獲取那麼多冠軍獎項。	在訓練過程中，我從中學會了很多，我學到了不要放

棄，遇上失敗也要繼續努力。在此我想感謝老師給我的訓練。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6   後單車跳冠軍 及 後交叉開跳冠軍      4B龔里迪

知道自己得獎時，我覺得非常驚喜，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跳繩比賽。我明年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的獎項。在

這次比賽中，我學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要多多練習，比賽時才有成就。我還學到跳繩時要用心，不要三心

二意，更不能半途而廢。我想在此感謝媽媽和我的跳繩教練，如果沒有他們，我連這次參加比賽的機會也沒有；我還

想感謝跳繩組同學李振華，因為他一直陪伴我一起練習跳繩。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優勝獎 (高小英文組) 5C鄭焯瑩

知道能得到這獎後，我驚喜萬分!	因為這是我在小學五年來得到的首個獎項。這獎項也是得來不容易，因為在這比

賽中有一千四百間學校(包括深圳、澳門和廣東)參加，在四千名學生中有3992名學生被淘汰，即是只有八名學生得這個

獎項，而其中一個就是我。

在比賽中，每一位同學須先選一本關於運動或他們最敬佩的運動員的書，再在電腦打出作文。我書名叫《我要跑

起來》，這書中不但有200	多頁，還要將中文翻譯為英文。多困難！我在訓練過程中學到一些作文技巧，還學到怎樣將

200多頁的中文書變成一篇英文作文。

在這比賽中，我想多謝黃嘉璧老師和我的家人。因為他們教了我不少我不知道的英文生字，我還要多謝陳子延老

師，就是他在頒獎台陪伴我領取這個獎項的呢!

校際IT精英挑戰賽2016 
冠軍  6A林熙(代表)

當得知我們獲得冠軍，真的喜出望外！當初

我們的目標只是進入總決賽，並沒有想到要拿冠

軍，得知結果後我們真的十分興奮。

在這次比賽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有用的科

技及編程知識，並且學會了尊重隊友，最重要的是

我們學會感恩。

我最想感謝胡國柱主任和陳景康老師，因為

他們購入了Dash	and	Dot	機械人和其他嶄新的編

程學習工具，並放下自己的工作和休息時間，抽空

用小息、課外活動等時間教導我們如何操作和使用

那些編程工具。如果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們一定沒

有這樣的佳績。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5 - 2016 
最佳運動員獎  6A曾卓然

能得到這個「最佳運動員」獎，是每位運動員夢寐以求

的。在我開始訓練游泳時，它就是我的夢想。我感到無比的榮

幸，這是我多年勤力操練的成果。

我明白愛因斯坦說：「成就是1%天賦加99%汗水。」以

後會更加努力練習，再創佳績，為學校增光。

我感謝我的教練，他不斷指導我，讓我在比賽中取得佳

績。我還要感謝林校長的提名、梁亮老師、袁國偉老師、翟瑞

芬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令我在每次比賽前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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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國柱主任

近日我經常與畢業多年的舊生聚會，才驚覺在英皇書院同學會

小學第二校任教已十五年了！真是一段頗長的時間。他們雖畢業多

年，但仍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惦掛母校、老師，他們不少更青出於

藍，成為專業人士，更讓我肯定自己當初選擇從事教育是對的。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但我還是會常常回想起在任教之初的軼

事，百般滋味，苦樂參半。對我來說，能在教育界服務是幸福的。我

享受與小學生們相處的時光，在他們青澀的臉上，找到的是自己曾經

的天真無邪，也讓我的心境長存年青。

很多人說：「你是教書的。」但我總是回答他們：「我是教

人。」我注重學生的品德遠勝於他們的學習成就。所以，我教導學生們必須負責任，經常自我省察，力求進

步。所謂「終身之計，莫如樹人」，試問還有什麼比教育更有意義？我希望這裏的每一位孩子都能感受到被

愛，被關懷，被重視。我很樂意與他們分享自己所有的知識及人生經驗，我能繼續在英小二校獻出綿

薄之力，何其有幸啊！

陳嘉慧老師

還記得十五年前，剛執教鞭的我，教學經驗尚淺，嘗到不少的

挫敗，但我真的感激校長及同事的循循善誘和包容，讓我能從經驗中

學習。學校是我的恩師，無論從教學工作以至學校的行政工作，我也

有很多機會參與和學習，讓我好好的裝備自己!

教學生涯是繁忙的，但我也樂在其中，因為我能夠與我的學生共

度難忘的教學時光，他們成為我教學的動力。我希望自己繼續有這份

對教學的堅持和對教學的執著，培育人才，回饋社會。

鄧韋琪老師

人生能有多少個十年？但我竟在這個"家"生活了十五年了！今天真是

一個可以和大家分享這份喜悅的日子。在此我要感謝以前和現在的同事

們，給予我的指導和包容，讓我獲益良多。

我還要感謝所有以前和現在的學生們，謝謝你們陪我走過的歲月，讓

我在這十五年過得非常有意義，謝謝你們，有你們的陪伴真好！

何金棠校工

十五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藉此機會，感恩學校給我機會加入英二這個大家庭，也感恩上司和同事

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指導和鼓勵，讓我有機會不斷學習，增值自己。最後，還

要感恩有一班從小看着他們長大的學生和他們家長的支持。因為大家，才讓

我這十五年以來的工作更多采多姿呢！

教職員15年服務獎

長 服期 務獎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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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瑞芬主任
	加入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這大家庭已十年了，感謝教育顧問陳麗貞

校長當年的聘任，感謝林淑芳校長的帶領及指導，感謝同事的包容和支持，讓我
這十年間在專業發展上不斷進步，並有幸與一群熱誠滿腔、幹勁十足的同事並肩
而行，為育人的工作注入了更多的正能量。

感恩自己仍有心有力去教養一班天真活潑的孩子，看着他們一天一天地成長，心裏總是滿滿的，他們的
進步，鼓舞着我繼續秉持這份教學熱忱，盼望在未來的日子，我能抱着更大的信心、希望和愛來走這育人之
路。

李可欣老師
十年，一轉眼就過去了。而且，一年過得比一年快。
不變的，是同事之間的關切、默契；是家長的親切、信任；是學生的率真、熱誠。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在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上午校，也就是英小二校的前身就

讀的。在英小二校教書，看著小一生慢慢成長，和自己穿上同一套體育服，升讀同一間
中學……	感覺真的很奇妙。看著一班又一班的學生畢業，我深深感受到：成長比成績
重要，不要用成年人的標準去要求小朋友。每個人的智慧、開竅時間都不一樣，跑得太
快，往往會錯失路上的好風光。

我也會繼續努力，工作做快一點，好讓時間過得慢一點，可以細味校園裏的點點滴
滴和付出滿滿的愛。

Miss Lee Wing Hung
I cannot believe that it has been ten years. I still remember very 

clearly my first year here. I was so impressed by the harmony among the 
colleagues,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ir kindness to students. This 
changed my perspective on how to be a good teach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apart from the increasing workload, I am still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the students grow and progress every da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to Principal Chan Lai Cheng for giving me a chance to teach here. I would 
also l ike to thank Principal Lam Shuk Fong, all of my great colleagues 

and finally the students.     

Mr. Stephen Paul Bellamy
I joined K. C. O. B. A. Primary School No. 2 in September 2006!  

Time flies!  I can’t believe it has been 10 years since I started at the 
school. Students I taught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school are now finishing university! I want 
to thank Principal Chan and Principal Lam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in this 
school and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made me 

feel welcome and part of the team.  Finally I want to thank all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made teaching in this school a happy experience.  
English is very useful around the world and students will benefit greatly 
in their future if they try to learn it! Keep trying and don’t give up! 

教職員10年服務獎

老 喜師 訊
  李美娟老師

我的第二位千金終於在猴年年初四出世啦!母子平安!

身為母親除了經歷懷胎、生產之奇妙，最重要是盡心盡力教養孩童健康快

樂地成長，希望為人子女的要明白父母的愛，聽教聽話，報答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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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淦森(6A)、區凱琦(6A)、翟瑞芬主任

2011-2012年度的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畢業生胡志聰同學在今屆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得多個大
獎，而三位2014-2015年度的畢業生李明馳同學、陳偲朗同學和謝元泰同學在英皇書院中一年級也考獲全級
首三名，實在是難能可貴！而他們在畢業後在學術上獲得卓越的成績，母校實在以他們為榮。他們四人均十
分感謝母校的悉心栽培，校長和老師們的諄諄教誨，特意回母校接受訪問，與我們分享這一份驕人的喜悅。

小小科學家
大家好，我是2011-2012年度畢業生胡志聰，感謝翟瑞芬主任的邀請，讓我有

機會跟大家分享這次得獎的感受。我跟另外兩位同在英皇書院就讀的中四同學在今屆
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以「留得鐵鏽在，不怕沒氫燒」這項研究，在賽事中囊括高中組
最優秀項目大獎、能源及環境科學一等獎及可持續發展特別獎等三項殊榮。這項研究

主要是利用水分解技術，在鐵鏽中提取氫氣作為潔淨能源，較現時普遍蒸氣重組技術成
本大幅減少之餘，亦更環保。

今次能得此佳績，實在要感激中學化學科呂老師的悉心指導和組員的互相支持。在是次研究
的期間，我們遇到不少難題，幸好得老師的提點和已就讀大學的師兄的解釋下，才能清楚一些艱深的科學概
念，完成這項研究。

記得在小六時我曾與同學組隊參加第十五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探究和發明一些
與科學原理有關的東西，幫助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從那時開始，已培養了我對科學的濃厚興趣，真
的要感謝小學老師的啟蒙及鼓勵。直到入讀英皇書院後，我更參加了科學學會，與一班志趣相投的同學一起
進行不同的實驗，甚至參加比賽來汲取經驗，為日後繼續進行科研之路奠定基礎。盼望自己能在這方面有所
作為，將來有幸能達成當科學家的宏願，造福世界。

2011-2012年度畢業生	胡志聰

	

我認為中學和小學的生活沒太大的分別。我本以為中學的老師對學生的管教沒那麼嚴格，但原來英皇書
院的老師也跟小學的老師一樣，很重視學生學業及品德方面的表現。我在上學期的考試中取得全級第一名，

真的要多謝老師悉心的教導。我也認同時間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
考試前一個月已訂立了溫習時間表。在小學時，各科老師都鼓勵我上
課時要多做筆記和多做練習，這些都是我現在成功的關鍵。小學圖書
科老師也建議我多閱讀課外書，而且一本書可重複看幾遍，這樣有助
提升閱讀的理解能力。我在校內擔任班長一職，有時在處理一些人際
關係時也會面對壓力，這時候我多會請教家人，偶爾也會參加一些自
己喜愛的活動來放鬆一下。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李明馳

升上英皇書院已半多了，我仍在適應中學的生活。我在上學期的
考試中取得全級第二名，真的是意料之外。我個人在數學科的成績較
理想，真的感謝在小學時老師給予我不斷參加有關數學解難的比賽的

的機會。我認為要取得好成績，必須在課前預習，上課時更要多做練習，這些方法都是小六班主任翁濱濱老
師給我的錦囊。至於中文科方面，小學胡國柱老師也常常提示同學在課堂上摘錄筆記，課後再把重點重溫，
那成績自然會進步。而當我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我會選擇立刻問同學或家人，盡快尋求支援。升
中後，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希望日後可相約舊的畢業同學回母校探望老師。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陳偲朗

加入英皇書院這大家庭已半年多了，我在上學期的考試中取得全級第三名，算是為母校爭光。我覺得能
得此佳績，真的要感謝小學老師的教導，他們常常提示我要懂得分配學習的時間和調節自己的學習進度，更
要把學過的加以應用，才能深化和鞏固所學。不過我也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在課餘時會做自己的喜歡的活
動	，例如我會透過打網球和表演魔術來紓緩壓力。至於在學習上，我相信每位初中生在升中初期都會面對困
難，我也不例外，我會主動向家人傾訴，他們也會給我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

2014-2015年度畢業生	謝元泰

創 績佳畢業生

本校畢業生胡志聰同學榮獲青少年科技創新大獎

本校畢業生於英皇書院考獲2015-2016年度全級首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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