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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參加了一個校長教育交流團，往東北瀋陽考察。

瀋陽屬溫帶大陸氣候，時值初冬，6天的交流活動中，

天氣一直保持在2度至零下6度之間，本溪關門山楓

葉環山，樹木在烈風中搖曳，像處身仙境，遠離凡塵，

與大自然融成一體，那刻更加深了推動環保教育的決心。

讓孩子多與大自然接觸，培養孩子對自然界的愛心及承擔，

教導孩子實踐「綠色生活」。學校去年投放資源，更新

電腦室及音樂室設備，新環境漂亮舒適，學生亦樂於小息及午休，到電腦室進行自學活動。

為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新學年(2010-2011年)將聘請專業公司，於天台建立「空中花

園」，並於二樓設計一個「綠化長廊」，營造一個綠色的環境，讓學生仿如身處大自然，學

懂愛惜植物的生命，享受環境的美。

參觀東北大學時，沿途看見一個個學生戴著厚厚的冷帽，穿上沈重的大衣，無畏惡劣的

天氣，在寒風中向著學習的目標邁步，那一刻使我領會到，何謂「堅毅」的精神。我們培育

的孩子，亦希望他們在逆境中不放棄，在艱苦的環境中，能培養出堅毅的鬥志，將來學有所

成。

今年是學校五十周年校慶，同時亦是英小二校遷新校十周年紀念，學校推行了連串的慶

祝及學習活動，承蒙家長、畢業生及關懷學校的人士熱心捐助經費，在教師的努力及家長義

工的協助下，各項活動得以成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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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義工對學校亦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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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宋春霞老師

不經不覺，我在英皇二校渡

過了充實而又開心的一年。

看到同學天真瀾漫的臉孔，

再苦的事也會變成樂事。在

此衷心感謝每一位老師的幫

忙及各位為我帶來不少樂趣

的同學，尤其是1A班
的學

生，希望下年度可以再教導

您們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一

年就過去了。記得剛來到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第二校，遇到很多困難

和挑戰，所幸得到各同事的專業指

導和幫助，使我很快適應新環境。

    我很慶幸能加入這藏龍臥虎之

地，因為這裏有你們──團結互助

的好同事、熱心支持學校的好家

長、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鄭佩玲老師

很高興可以在英皇二校任教，亦很慶幸可以加入英皇二校這
個大家庭。在這裏，我深深感受到校長和每一位老師對教學
充滿熱誠的一顆熾熱的心，亦感受到他們對學生無私的付
出。在這一年裏所遇上的難題都變成挑戰和鍛煉自己的好機
會，同時亦令我不斷進步，真是獲益良多。

光陰似箭，轉眼間又踏進新的學年，請同學們緊記校訓 ─ 
「慎思篤行」─ 謹慎思考、明辨事理、信守及切實履行真
理。另外，亦請同學學習對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負責
任，因懂得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是成長的開始！

最後，衷心感謝校長、各位同事的教導及提點。在新的一年
裏，我會繼續努力，不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鄧藹慈老師

家教會委員會兩年任期即將結束，有幸能成
為大家庭當中一份子，深深感受到，彼此之
間深厚的友誼和默契。每次活動，老師們都
全力支持，各委員和家長義工亦一呼百應、
踴躍參與。一起商討每個細節，共同克服困
難，各活動都能如期順利完成。家教會通過
舉辦專題講座，讓家長及早了解和如何應對
孩子成長過程中問題。家教會更成為學校和
家長溝通平台。在新的學年，希望各位家長
能繼續支持家教會工作，攜手創造愉快和諧
的校園，讓孩子們快樂地成長。

曾慶釵(文書)

時光飛逝，女兒已畢業成為一位中學生，開始
一段新的校園生活。回想她從別校插班進來的
時候，非常擔心她不習慣，後來朋友建議我不
如參加家教會做義工，便有多些機會和女兒親
近。自成為家教會義工後，除了認識了很多同
學和家長外，更讓女兒感受到我就像和她一起
上學，一起成長。從而令她不但很快地和同學
打成一片，她的學業成績和品行也進步不少。
能和自己的子女一起成長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如果有家長積極的參與，她們會在學習和其他
方面都會更認真。所以希望每一位家長能抽
空，主動成為家長義工，與學校一起培育自己
的子女。

區冰玉(康樂)

加入本校家長教師會轉眼又一年，賀校方與家
教會在此期間總能合作無間。對於有些家長礙
於某些因素而不敢參與，並託辭：「為生活、
為子女，太忙啊！」其實，我們除了供給子女
基本生活條件外，更重要的是關心他們在學校
的生活及進展狀況。「德、智、體、群、美」
的理念全都在學校這個大家庭裡培育。身為家
長，我們確有責任與校方一起提攜、教導子
女，引領兒女邁向美好人生。
加入家長教師會，甚或成為家長教師會執委，
更能加強與校方的聯繫和溝通，亦令我們能更
了解自己的子女；彼此有更多話題，親子感情
必會改善。希望有更多來自不同階層的父母加
入家長教師會，匯聚各方力量，分享、交流，
對推動子女踏上正確的人生路必定帶來莫大幫
助。                                        葉基建(康樂)

擔任家教會成員已有幾年，在家教會的日常工作中，讓我
了解到學校日常的運作，感受到學校不管在教學方面，還
是課外活動方面對學生的培養都付出了心血。比如：今年
的跨境交流活動，我擔任家長義工，不但感受到老師的辛
勞，亦看到了學生增長了課外知識、鍛煉了自我管理的能
力，我想對參加活動的同學來說，應該是小學生活中最美
好的回憶吧﹗在這幾年當中，看到家教會配合學校做了很
多工作，並得到學校和家長們的支持和認可，身為其中的
一份子，讓我感到驕傲。

陳啟南(總務)

得到學校和家長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有幸成為家教
會委員的一份子。不知不覺間，歷任兩屆的家教會
工作已完滿結束。回顧以前，展望未來，學校的變
化是一日千里。

在家教會，自己也學會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
識。例如：學校與家庭怎樣去教育小朋友互相合
作、學校與家庭的互動開展一系列有益於小朋友身
心健康的課外活動，不僅學習重要，還要德、智、
體全面發展，才能造就將來對社會有用的人材。
所以，非常感謝學校為我提供了這個難的空間，當
想到將要離開家教會的時候，真有點拾不得。所
以，在這裏，我希望低年級小朋友的家長能積極踴
躍地參加這個大家庭，家校合一，對孩子獲益非淺
。                                                 楊昌慧(總務)

不經不覺，已經擔任了兩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自本人當上家長教師會主席一職後，自覺肩負
重擔，也曾心懷忐忑。幸好在任期間，得到陳麗貞校長、老師及各家長委員的協助及支援，
才使會務運作暢順。幾年間，我和兒子對學校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歸屬感，也讓我們深深感受
到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
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讓我增加與老師接觸及溝通的機會，也可以多角度認識及了解兒子的
校園生活。通過與學校合辦的各項親子活動，加深家長之間的認識，加強家校交流。最奇妙
的，就是兒子會因父母加深對學校的認知而增加生活上的話題，不知不覺間達到了親子目
的。
家長教師會各項會務得以順利推行，實踐了家校合作的目的。於過往四年中，我除了從家校
合作的活動中，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之外，更令我欣喜的，是能夠從與各委員、校長及老師
共事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份真摰友情。學校在陳麗貞校長的領導，全體老師的努力下，上下
一心，精益求精，學校無論在學業及非學業表現上的成績都有卓越的表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家校齊心，學子歡欣。」本人的兒子畢業了，我也將離開家長教師會的崗位。然而，本人仍會非常關心學校
的事務，支援學校的各項活動及發展。在此，本人在此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呼籲各家長撥冗參加學校活動及義務
工作，藉活動作家校溝通平台，令家校合作更順利，裨益我們的子女。家長教師會是個大家庭，希望新一屆家
長教師會能秉承優良的傳統，繼續發揮團隊精神，共同為下一代創造理想的學習環境而努力！

   梅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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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孩童，教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這是一句我十分喜歡的聖經名句。
「教養孩童」學校與家庭缺一不可。小朋友有很多時間在
學校度過，透過老師教導他們書本上的知識及待人接物的
道理。校長、老師盡心盡力，不辭勞苦教導他們。作為家
長，我只希望盡自己微少的能力，抽出時間分擔老師們教
學以外的工作。
家教會除了擔當家庭與學校的橋樑外，我覺得更是歡樂的
策劃者。每年的活動背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帶給每個
家庭歡樂；增加家長與小朋友相處的機會及時間，好讓家
庭關係更趨深厚及鞏固。每當看見活動中一張張歡樂和幸
福的臉兒，我就感到無比滿足。
新的一年，希望各家庭可以繼續支持家教會舉辦的活動；
更希望有更多家長加入家長義工的大家庭，讓快樂延續下
去。                                                        鄭凱文(司庫)

家長委員寄語



不經不覺，在這所小學已度過了一個學年。回憶最初，一切對我來說十分
陌生，沒有一張熟悉的面孔，沒有一處熟悉的地方，真的有點害怕。幸
好，這裡的老師熱心助人，同學們對新老師彬彬有禮，很快我便愛上了這
所學校。我喜歡這學校，因為每位老師也熱心教學，對學生又有愛心，這
裡讓我學會了當老師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心，學生們知道你喜歡他，他們也
會特別尊重你，關心你。
今年是我第一次當一年級的班主任，我很喜歡1B，每位1B的同學也很可
愛，雖然有時候你們也很頑皮，但看見你們天真的樣子，也能讓我樂上半
天。此外，5B班也是十分可愛的一班學生。還記得開學的時候，你們上課
時吵聲震天，真的把我嚇壞了，經過一年的相處，我開始發現原來你們也
會關心老師，我喉嚨痛了，你們便會靜靜地聽我講書；我要你們努力讀
書、盡力而為，你們在下學期的呈分試中真的進步了。作為一位老師，最
感恩的就是你們學業成績有進步。希望英皇二校所有學生繼續努力，考取
好成績，成為人見人愛的三好學生。

Hello everyone!
What a busy school year this has been!  In addition to all the 
school work, I got married, celebrated a big birthday (can you guess 
which one?) and started a course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Then in 
April, my wife and I celebrated the birth of our son!  His name is 
Archie but in Chinese it is Yeung Yiu Chi.  Here is a picture of 
the 3 of us – who do you think he looks like most?

Most people think he looks like me because he is fat and has no 
hair!  He is very cute and kicks a lot which hopefully means he will 
be good at football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thank our principal and all my colleagues at school for 
their kindness and support during the last school year.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students who always make me smile even when 
I was super busy!
For this school year I will once again be trying to lose weight – 
if at first you don’t succeed try, try again. I would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adopt this attitude towards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difficult but if you keep trying and don’t give up you will 
eventually succeed.  If you have problems, you can always ask me or 
the other teachers and we will be happy to help you.
Mr Steve
Summer 2010

  2009年9月7日，我懷著忐忑、興奮的心情來到我們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2010年8月5日，在依依不捨中，我將告別學校、告別香港。
 一年的時間不算短，兩個學期，四個季度，40幾個教學周，200多個工作日。
在這些難忘的日子裏，我徜徉在校園優美的環境裏，感動於校長、老師們的敬
業進取、團結協作的精神，感歎于孩子們的聰穎勤奮、文明有禮，感慨於家長
們對學校教育的支持與付出，還時常被工友們的熱情、善良所溫暖！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是一所綜合實力雄厚的學校，是一所孩子們嚮往
和留戀的學校，是一所家長們放心的學校，是一所擁有很高教學專業水準在全
港享有一定聲譽的學校。
 學校為了將學生培育成為「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好學生和積極
向上、獨立思考、不斷學習、富責任心的好公民，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活動，尤
其是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的「赤子 同根 中國情」之國民教育課程，更是開
展得有聲有色，學生在活動中受益匪淺。同時學校與內地常常開展互訪教學研
討活動，學校的教育視角獨到、深刻。我在開展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議課、
工作坊、分享會等活動及工作交談中，就常常被老師們獨特的見解所折服。
一年來，我失去了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卻懂得了今後生活幸福的源泉；我揮手
暫時告別了原來的朋友，卻在這裏結識了更多的朋友、收穫了更多的友誼；我
只是交流了一些學科教學上的理念與方法，卻得到了遠厚重於學科之上的思想
與精神……
一年的時間又很短，再見了，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祝福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明天更美好！

☆☆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 14.11.2009

家長教師會
活動09-10

陳麗貞校長致歡迎辭

主禮嘉賓頒發義工感謝狀 李校監頒發獎品予課業展

覽比賽優勝者

李校監致送紀念品給

蔡棟材總督察

普通話集誦表演

李傑之校監致訓辭

國術表演

合唱團表演

中西區滅罪會主席

區艷龍女士致辭

家教會捐助圖書金儀式

中國鼓表演

會後薄具體茶點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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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潔婷老師

謝玉娓老師

(數學科內地支

援老師)

M r . S t e p h e n Bellamy
(英文科外籍老師)



我要飛啦

南蓮苑池好漂亮啊﹗ 我們中獎了，yeah.

師生齊齊賀聖誕  聖誕快樂   聖誕老人來了

 聖誕大抽獎  幼童軍大合唱 中國鼓表演

校長宣布誰人中獎了好豐富的一餐啊

來來來，不要害羞啊

我們來親親大自然

 嘩!好多動物啊!

來張大合照吧

嘉賓們主持開幕儀式

遊戲：爆竹一聲

遊戲：頭頭是道

陳校長介紹主講嘉賓
社工向家長解釋青
少年濫藥的原因

家長們專心聽講座 致送紀念品

李傑之校監頒發親子
旅行攝影比賽獎項

遊戲：迎春接金

啦啦隊為比賽的健兒打氣

林國榮校董頒發親子
旅行徵文比賽獎項

遊戲：運轉乾坤

同學們收獲豐富，笑逐顏開。

親子旅行

聖誕聯歡 親子教育講座

親子競技日 13.12.2009  24.01.2010

 08.05.2010 22.12.2009

講題：從『冰山理論  剖析青少年濫藥的行為

地點：馬灣挪亞方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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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牌坊旅遊區

 參觀武警宿舍

變臉表演

 看！梁sir真威風！

  珠海名人蠟像展

  步操表演

 嘩！一個大南瓜啊！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珠海農科奇觀

  武警學校前大合照

 . 參加者玩得不亦樂乎

 警犬表演

我們

的 傲驕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粵

語個人及普通話集誦-季軍

港島西區優秀乒乓球員

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團

體季軍

校際高年級東方舞組甲級獎

中西區數學比賽全場總冠軍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4×100米接力亞軍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個人-

冠、亞、季軍

港島西區校際排球比賽女子組

亞軍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銀

獎、銅獎

港島西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季軍
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冠、

季軍及優良獎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

比賽冠軍

 24-25.04.2010親子中 珠山 海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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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徵文及攝影比賽(初級組) 親子徵文及攝影比賽(高級組)

譚寶榆   2A

題目：歡樂的旅程

十二月二十三日，媽媽、姐姐和我參加了學校的親
子旅行。大清早，我們到中環港外線碼頭集合。

首先，我們到挪亞方舟多媒體博覽館觀看環迴電影
及立體電影，我感到自己進入了立體電影世界，十
分有趣。

之後，我們到方舟花園和雕塑動物拍照。那裏有
六十七對動物，栩栩如生。另一邊，我們看見青馬
大橋及遼闊海景，非常壯麗。

然後，我們到馬灣公園去。在大自然中，我感受到
和諧的信念。走到山頂，四周的環境真是美麗極
了！

來到有利酒家，我才發覺肚子餓了。當我們享受美
味的午餐時，抽獎活動開始了。幸運地，我們中了
獎品，大家非常高興。

最後，我們到南蓮園池參觀。我們看到羅漢松，又
到圖滿閣拍照。今天的旅程，我感到十分開心。

馮敏瑩  3B

題目：馬灣公園一日遊

今天，天空晴朗，碧空萬頃，涼風襲人。媽媽和我一起參觀
全球唯一根據遠古記載而建成的挪亞方舟，並順道暢遊馬灣
公園。

快到馬灣公園了！遠處望見青馬大橋的壯麗景色，同時亦見
到栩栩如生的動物雕塑，我的心情開始興奮起來。

繼續往前，終於到達目的地了。首先，我們遊覽了馬灣公
園。沿着小徑向前行，有數千棵的原生樹、古蹟和珍貴出土
文物，更有再生能源發電的設備。到達山頂，美麗的大自然
景色就在眼前。

之後，我們參觀挪亞方舟，裏面有生命教育館、珍愛地球
館、多媒體博覽館和劇院。挪亞方舟的主題是宣揚關愛與和
諧，推動愛生命、愛家庭、愛地球，建立社會正面價值觀。
參觀完後，我們便乘車到有利酒家吃午餐。

吃過午餐後，我們到鑽石山南蓮園池參觀。那裏是一座唐式
自然山水園林，運用中國傳統造園手法建成，充滿中國獨特
文化氣息。

這次親子旅行，使我認識到怎樣保護地球，愛惜大自然。

李振杰  3A

題目：開心一日遊

今天早上，我吃過媽媽所做的愛心餃子後，就到中環港外綫碼頭集合，參加由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日多麼熱鬧啊！我們快要出發了，第一站是挪亞方舟。在旅遊車上，導遊跟我們介紹主要景點
和設施。不久，我們便到達目的地了。那裏，我參觀了多個展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多媒體覽館，它給我們瞭
解大自然的奧妙。館內同時展出了多艘來自世界地的方舟模型，傳達愛護地球的訊息。

吃過午餐後，我們就乘車到南蓮園池。它是一座唐式園林，園池內更放置大量奇石及遍植古樹，使我眼界大開。時
間過得真快，一天的行程快要結束了！最後，我們懷着依依不拾的心情回家去。

開心行木橋

學生：姚婷議(4A)
奇光笑容遍方舟

學生：歐思哲(3A)
誰是猛獸?

學生：周俊熹(2A)

冠
軍

同展笑臉

學生：梁鍚祺(2C)

亞
軍

季
軍

譚寶琳  4A

題目：開心動感一日遊

星期天，天氣晴朗。媽媽、我和妹妹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親子旅
行，目的地是挪亞方舟和南蓮園池。

到達目的地，我們在門外拍了一張大合照後，便進入展覽館了。
首先，我們參觀了多媒體博覽館。我們透過環迴影院及四維立體
影院，了解挪亞方舟對人類歷史及未來的重大奧秘

然後，我們到戶外的方舟花園，欣賞遼闊海景及青馬大橋壯麗的
景色。我們還拍了很多照片呢！

接着，我們到大自然公園。它宣揚愛與和諧，啟迪遊人心靈。那
裏的設施，結合教育、藝術和愛，傳達愛生命、愛家庭及懂珍惜
的信念。

忽然，我的肚子打起鼓來。導遊姐姐便帶我們到有利海鮮酒家
去。吃午餐時，我們進行了猜謎語活動，還有抽獎遊戲，我們還
幸運地抽中了獎呢！

午飯後，我們到南蓮園池。那裏環境清幽，空氣清新。我們看見
了水車磨坊和羅漢松樹，還拍了很多照片！

這次的旅程，我感到非常開心，也悟出了一個道理：我們要保護
環境，愛護地球！

余芷欣  4B

題目：旅行記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日。

早上，天朗氣清，風和日麗，空氣格外清新，真是一個旅
行的好日子。當我們到達集合地點時，見到很多家長和同
學等待出發，真是人山人海，熱鬧極了！

到達目的地了。我們首先遊覽了方舟花園，並和動物雕塑
拍照。接着，我們參觀了幾個博物館。展館內收藏了動物
化石標本，非常巨大的隕石標本，還有恐龍蛋標本。我還
在電影館看了兩套關於方舟的電影。

參觀過後，我們便到有利酒家吃飯。午飯時，我們進行了
猜謎活動和抽獎活動，我還得到了很多豐富的獎品呢！

午飯後，我們到南蓮園池參觀。那兒種了很多羅漢松，據
說其中一棵有三千多年歷史。我們還看到富有中國特式的
建築物呢！

 今次旅行，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學會了很多知識。

姚婷議 4A

題目：鬧市尋幽

今天早上，我從被窩裏爬起牀。吃早餐後，便和媽媽出門去了。

我們乘電車到中環碼頭，再轉乘旅遊車到達目的地─挪亞方舟。一路上，導姐姐和我們進行了問答比賽。只要答對問題，
就會得到精美的禮物，大家都踴躍地回答。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首先進入多媒體博覽館，了解挪亞方舟的歷史和方舟的構造。我們也可以透過立體效果來體驗當時洪
水的威力，展開一次震撼心靈的探索之旅。接着，我們到方舟花園和稀有及瀕危動物雕塑拍照。我們一邊欣賞，一邊學
習。然後，我和同學一起行獨木橋，大家都覺得有點害怕，但又感到非常剌激。之後，我們玩旁邊的水晶球。這個水晶球
非常特別，它還可以噴水呢！我們把手放在水晶球上，頓時感到十分涼快。

中午，我們到酒家吃午飯。午飯期間，我們進行了猜謎遊戲。在大抽獎的環節，我們卻得到很多獎品呢！

午餐後，我們來到南蓮園池，裏面種了許多綠油油的羅漢松，還有中國木結構建築藝術館。我一眼見到一座北京故宮模
型，便讚嘆不已，它的手工精致，展現出神入化的手藝。藝術館外面有一個大水池，池水清澈見底，池面上還種滿許多的
蓮花，令人心擴神怡。

參觀過後，我們懷着愉快的心情回家去。

冠
軍

亞
軍

亞
軍

季
軍

季
軍

挪亞方舟一家三口一日遊

學生：施樂姮(4C)

季
軍

冠
軍

冠
軍

開心的跳躍

學生：譚寶琳(4A)

亞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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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俊  6A

將要離開小學，迎接新的中學生活，

我也有點不捨那美麗的校園，親愛的

校長，善良的老師和同學，更捨不得

校園裏的每樣事物。最後，希望同學

們都可以升到理想的中學！
王坤褀  6A

即將離開溫馨的母校，憧憬着美好的未來。雖然有些不捨，但仍要面對現實。希望我能在中學有一個奇妙的旅程！

曾蔚妍  6B

終於畢業啦！但想起剛插班進來的時候，很多同學都不相熟，幸好有老師幫我，否則，直至現在我可能一個朋友也沒有呢！所以我十分感謝母校裏的所有人！

關慧雯  6B

畢業在即了，即將離開生活了六

年的母校，十分不捨，但是到了

中學，可以學習更多的知識，所

以是快樂的。

林敬耀  6C

雖然我們要離開學校而感到依依不

捨，但我們要堅強地面對，希望到了

中學可以學業成績進步！

周子滔  6C

謝謝爸爸、媽媽、老師和同學們

對我的支持和認同，讓我在短短

的六年小學生活留下了一段回味

無窮的童年。

陳盈鈺  6C

我好榮幸能夠同你們一班，在這二年

中，我們都經歷了很多風雨，我們都

很團結。

最後，希望大家不會忘記彼此，考入

一間好的中學啦！

張奕森  6A

結束是另一個開始，經過六年

的歲月，彼此的友誼變得深

厚，我想大家一定會為離開自

己的重要好友而傷心，但不用

傷心，只要往好處想吧！在此

我為大家送上祝福。

2009-2010年度
畢業學生寄語

Ian Ho Yuk Ho 6A

In a few months, I am going to leave my lovely primary school,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 2. I feel sad about that. I hope I can stop time and enjoy this happy school life forever. 

I learnt a lot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well with others. I also learnt a lot 
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It enables me to grow and help me to prepare well for my secondary education.

I will miss the principal, all the teachers and fellow classmates because they are all very kind especially my 
English teacher and class teacher. They care a lot about the students and have a lot of patience in teaching us.

My happiest time was when I joined the school football team in P.5.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football tournaments with other schools. I have improved my football skills and got more experience.

I will never forget everyone in my primary school.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eacher is Miss Cheuk. She teaches 
me Chinese and General Studies. She is also my class teacher too. I never feel bored in her lessons. She is full of 
enthusiasm in teaching.

After my graduation, I will visit my teachers when I have time. I wish all my teachers a very happy and 
healthy life.

Camus Kiao 6B

I a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 2.

I’ve studied lots of subjects in this school, for example, Chinese, English, Maths and Art. The school is small 
and there is no football field in this school, but we have a computer room, two music rooms and 18 classrooms. I 
will remember all the teachers, especially Miss Lam, because she always encourages me. The most anxious time in 
my school life was when I waited to find out which secondary school I will go to next year. The happiest time was 
when I got the award for “Best Improvement”. I will send email about my new school life to my teachers, because 
I want them to know how I am getting on in a new school.

Chan Chung Yan Christie 6C

I a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my primary school. I’ll miss my school very much.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have 
learnt a lot. I will miss my classmates, because they are kind and nice. I will also miss the P.E. lessons, because 
I think they are interesting. My happiest time was when I went on a picnic in Big Wave Country Park with my 
classmates. My most enjoyable time was when I took part in the Join School Sports Day last year, because I won a 
medal . I will remember all the teachers, because I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I will also ask for the phone 
numbers of my teachers, because I want to contact them in the future. My class mistress is very nice and funny, 
because she always teaches us things and she sometimes tells jokes to us. I enjoy my school life very much, so I 
will miss this school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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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週年校慶聯校運動會

5 0周年校慶嘉年華暨籌款日

「英才皇士頌金禧』嘉年華日暨

「赤子同根中國情」跨學科學術作品展

4 . 7 . 2 0 1 0

嘉賓為本校嘉年華日暨課業
展覽剪綵

李傑之校監頒獎給得獎老師

國術表演

嘉賓參觀各個展覽室

李傑之校監頒獎給得獎老師

初級組普通話集誦

 合唱團表演

學校大使為來賓介紹各級課
業

主禮嘉賓王如登先生為我們
致辭

英詩獨誦表演

嘉賓慶祝50周年校慶

家長同學踴躍參與攤位遊戲

1 5 . 4 . 2 0 1 0

7 . 3 . 2 0 1 0

兩位校長一同舉行鳴禮炮儀式

剪綵儀式

各同學，加油啊!!

主禮嘉賓張舜堯校董接

受紀念品

主禮嘉賓梁安福太平紳士頒發獎杯

同學們親手做出美味可口的曲奇

親子遊戲

李校監及嘉賓到訪熟食攤
位

我們的勝利者.

開心扭扭球

李傑之校監致辭

美輪美奐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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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2009-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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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康慈老師
司庫：鄭凱文女士、張淑嫻主任
總務：陳啟南女士、楊昌慧女士、丘維杰老師
康樂：葉基建先生、區玉冰女士、袁國偉老師
聯絡：劉寶茹女士、黃佩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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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家教會活動(2009-2010)概況及常務會議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第一次常務會議 09-10-2009 學校視藝室
第十屆家教會

會員大會暨

學生文藝表演

14-11-2009 學校禮堂

第二次常務會議 27-11-2009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13-12-2009
挪亞方舟、方舟花園、
馬灣公園及南蓮園池

聖誕聯歡會 22-12-2009 學校禮堂
第三次常務會議 08-01-2010 學校視藝室
第四次常務會議 26-03-2010 學校視藝室
第五次常務會議 11-06-2010 學校視藝室

親子競技日 24-01-2010 卜公花園
親子教育講座 08-05-2010 學校禮堂

義工鳴謝：
張潔麗     林碧玉     何麗芳     何信錡     鄭凱文     陳雪萍    

方偉華     余敏慧     馬惠儀     Naomi Tsui  莫碧薇     趙仕龍

陳秋齡     梅  芳      魏麗洋     陳啟南     麥正虹     曾慶釵

蘇淑貞     杜曉君     陳玉燕     鄭  希      朱金華     陸懿媯

譚芷緹     陳安兒     葉少雲     方婉儀     李寶珊     袁玉琴     

區玉冰     胡綺薇     陳雪花     譚寶珠     李惠芳     岑鳳明     

林向詩     林旭楠     謝燕招     郭敏儀     梁文光     董翠霞     

戴美儀     林  慧      楊雪麗     趙綺華     張  梅      吳桂嬋

楊淑賢     陳笑琴     王秀蓉     張紅武     徐玉儀     姚玫莉 

羅常瑜     張淑儀     何慧敏     楊昌慧     陳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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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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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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康慈老師、鄭凱文女士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家長教師會
2009-2010年度 財務報告
(15/09/2009-14/09/2010) 

收入方面
 2009 / 
2010 

 2008 / 
2009 

本年度會費   6,280.00 7,380.00 
會員捐款 20,620.00 19,825.00 

教育局資助(活動經費) 9,525.00 6,900.00 
親子教育講座門票收入 - 540.00 

親子旅行(團費收入) 72,331.00 63,530.00 
銀行存款利息 1.46 12.02 

總收入 108,757.46 98,187.02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1,539.90 880.80 
中西區家教會會費 100.00 100.00 
致送花籃/花圈/盆栽 1,460.00 700.00 

文具用品 - 287.40 
家教會會訊 5,800.00 6,800.00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72,957.50 56,468.00 
親子教育講座 676.50 1,500.00 
親子競技日 3,101.10 2,683.40 
(3) 其他支出

捐贈學校圖書金 12,000.00 12,000.00 
捐贈學校綠化設施及植物 5,000.00 8,000.00 

捐贈學生洗手液 3,114.00 -
聖誕聯歡會場地佈置用品/禮品 2,832.50 3,307.00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場地佈置
用品/禮物

416.00 3,614.00 

獎學金支出 1,800.00 1,800.00 
製作旅行指揮旗 980.00 - 
家教會雜項支出 55.00 91.50

總支出 111,832.50 98,232.10
純收入(總收入-總支出) -3,075.04 -45.08

加：上年度結餘 66,137.75 66,182.83 
本年度結餘 63,062.71 66,137.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00-642855-001

7,558.21 43,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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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0 821.59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2-411136 44,051.20 11,294.75 

流動現金賬
(甲)和(乙) 630.70 1,019.40 

63,062.71 66,1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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