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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的 話
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六早上，悠閒地坐在尖沙咀文化
中心的露天表演廣場，望著維多利亞海港的景色，美得像
詩畫。唯此時心中感到忐忑不安，低頭祈禱，期望第一次
參加全港性「第九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迎新組)」
的本校中國鼓隊員，能順利完成賽事。最初統籌老師建議
學校參賽時，心中有些猶疑，只短短成立了兩年的「鼓
隊」，當中還包括幾位專注力不足的同學，是否可接受如
此艱難的挑戰呢？但我對學校的孩子是充滿期望及信心的，最終決定報名參賽。臨場時的我比孩子更
緊張！幸好整個演出頗成功，同學們都悉力以赴，節奏感強，演出充滿動感。可惜一位同學意外失
誤，結果只能取得優異獎。希望出錯的同學能從失敗中學習，「失敗乃成功之母」，每個人在成長過
程中，都會經歷高峯或低潮，享受成功帶來的喜悅或經驗失敗的苦楚。但無論如何，經驗可擴闊我們
的眼界，多嘗試可豐潤我們的人生。老師們在繁重的教學工作壓力下，還給學生安排多元化的課後
活動，訓練學生參與各項的體藝比賽，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信心，讓學生發展個人潛質，擴闊學習層
面，並能愉快學習。
本校每年透過自評機制，檢視學校工作成效，反思教學效能，不斷地自我完善，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近年更綠化校園，更新各項校內設施，為學生締造更理想的學習環境。本年五、六月，我校接
受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組的評核，在「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與學生支援」和「學生表
現」四個範疇中，本校均獲得優異及良好成績。外評隊伍認為「教師盡心支援學生成長，用心優化課
堂教學，學生投入學習活動，待人有禮」，希望教職員及同學，繼續努力，不斷求取進步！
家長乃學校的合作伙伴，家長的支持，對學校的發展極為重要。本校的家長，極為熱心及愛校，
過去的一年，多位家長經常參與學校的活動，擔任義工工作。家教會在財務方面，幸獲部份家長慷慨
捐款，令家教會有充裕的財力資源，資助學校的「綠化校園計劃」及「閱讀計劃」等。其他家長亦透
過不同方式，貢獻他們寶貴的時間，例如擔任「閱讀爸媽」，協助照顧學生午膳，出席外評家長會議
等，家長及義工為學校提供了寶貴的人力及物力支援，使學校多項活動，得以成功舉行。
過去一年，在家教會主席鄭凱文女士、林淑芳副校長及全體家長教師執委的努力下，各項家教會
活動都得以順利完成。謹代表學校，感激李傑之校監及全體校董對學校的支持及指導，感謝全體老師
的努力及付出。讓家校繼續攜手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素教育！
陳麗貞校長
25/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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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委員寄語

時光飛逝，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已是小三和小四的學生了。記得初到二
校，已有家長提議我擔任家長教師會執委，可能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小兒
幼稚園擔任相關工作。在我來說，我是極樂意的，因為這是我喜歡的工
作。它使我快樂，也使我的人生更充實。由我小兒開始校園生活至今，
我一直緊守義務工作的崗位。
十八歲那年，我患上了紅斑狼瘡症。那年我走過我人生最痛苦、最黑
暗的日子，但也因為這一次經歷，讓我成長。抗病期間，我用正面樂
觀的態度去面對，我深信自已會有痊癒的一天。但當我由一個一百磅的少女，變成一
個只有六十磅的「纖瘦女孩」時，我的意志開始磨滅。心想：難道我這一生就這麼過
去！幸好，當時我身邊有愛我的家人，還有關心我的好朋友。每天都給我鼓勵的說
話，一句一句像「強心針」一樣，這樣就熬過去了。今天，我是兩子之母，我感恩。
那時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事，別人看在眼裏，好像微不足道；但對一些人，卻是
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生病的時候，我的親人和朋友對我付出無私的愛，我時時刻刻
也記在心中，那時我接受他人的幫助，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能力令身邊的人快樂。透過
加入家長教師會，學校成為了我的義務工作平台。讓我可以繼續我的義務工作。
今年，我與一班熱心的家長執委一同合作，在互相包容，互相愛護及互相學習的態
度下，希望可以好好為家長和同學服務。最後還要多謝校長給我們很多寶貴意見，以
及副校長和各老師執委的幫助下，使我們的活動可以順利完成。

家長委員寄語
轉眼便一年，我兒吳嘉豪已升讀二年級。回想嘉豪在中央派位沒獲派首選
的英皇二小。我和太太放榜那天趕來學校叩門交入學申請。面試當天嘉豪在
圖書館還蹦蹦跳跳，見校長時還「郁身郁勢」。調皮的他，真令我擔心不獲
學校收讀。兒子獲取錄後，高興之餘，我想：「既然學校本著有教無類的精
神，我也大膽嘗試參選家長教師會執委，希望可以作出貢獻。」
雖然家教會各成員來自不同社會背景，但各人很快便融合及分配到不同
的會務工作。家教會校方成員在多方面亦積極參與和支持。去年活動雖然繁
多，但每一項目都是平均地分配給各委員負責。
最令我難忘的活動要算是「親子運動會」和「親子跨境旅行」兩項活動。
前者在大量無私付出的家長義工熱心支持下，我看到的是全校有參與運動會
的學生，家長，教師和嘉賓們都玩得十分投入。啦啦隊打氣的叫聲，奪標後
的歡呼聲，此起彼落，情景仍歷歷在目。二日一夜的「親子跨境旅行」亦是
另一成功活動。三輛旅遊大巴，從香港浩浩蕩蕩的出發至青青世界和番禺長
隆野生動物園。同學們天真爛漫的笑聲便是各執委和家長義工的回報。
在此，我鼓勵有志的家長們，投身參選家教會或多些參與家教會的各項
活動，使學生們能多些體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吳志偉(康樂)

鄭凱文(主席)

本人很高興可成為本年度家長教師
會之執委,並擔任了司庫一職。在過往
一年裏參與了很多學校的工作，並可
協助及分擔老師的部份工作。希望來
年可以再為學校多出一分力，謹祝願
校長、老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梁嘉儀(司庫)

今年是我第三年成為家教會執委，在這個大家庭
各位委員互相幫忙，積極籌備各項活動。其間得到
各位家長義工踴躍參與，令到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而在多年參與其中，最大感觸是每次會議，陳校
長、林副校長及各位執委教師都十分認真商討每個
細節，雖然一大清早已開始上課，但晚上仍開會到
九點多，會後亦大力協助家教會各項活動。他們這
份對教學的熱誠，實在令人敬佩。今日家教會已成
為家長及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樑，希望日後通過多溝
通，多分享，攜手共建快樂和諧之校園。

曾慶釵(文書)

時光荏苒，轉瞬間，今年是
我擔任家教會執委五個年頭，
回想這幾年時光，兒子已畢業
成為一名中學生，女兒又能在
同一所學校就讀，是多麼幸運
的事，因為這樣我還可以繼續
留在家教會擔任新工作。經過
這幾年的工作，讓我認識了家
教會不僅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
橋樑，還是學校工作和學習的
好幫手，也更讓我感受到與學
校一起培育自己的子女是一件
多麼有意義的事。希望有更多
的家長積極參與家長義工，與
學校一起培育自己的子女。

時間過得真快，眨眼兒子
已升讀六年級，我也在家教
會經過了幾個年頭，有幸參
與及見證孩子的成長過程，
感恩收穫總比付出的多。
非常開心今屆多了很多新
同學家長參與家長教師會成
為會員，隊伍越來越壯大，
能了解老師作育英才、春風
化雨的艱苦及默默付出，並
且為培養每一位小孩成為對
社會有用的人才。我那小小
的貢獻，都是值得的。

葉基建(康樂)

我很榮幸擔任家教會委員,不知不覺已一年了,在這一年裡,
我們家教會的義工做了很多對學校的學生有意義的工作,而
且對我受益良多。首先，我認識了很多熱心的家長、老師及
負責任的校長，與他們探索及交流幫助孩子成長的方法。由
於在學校做義工，我與兒子的距離拉近了，彼此之間說多了
關於學校的話題。經常可以與老師及兒子交流，了解兒子的
成長情況，採取了很好的方法，使兒子在學校健康成長，同
時也有機會與老師交流，更加了解兒子在校的學習及生活情
況，用更有效的方法使兒子在德育、體育、智育全面發展。
由於在學校做義工，做了很多有益學校和學生的工作，使我
覺得生活更有意義，更有充實感。每當望著一群群朝氣勃勃
的孩子在這個美麗的校園快樂的學習，似乎我也走進當年的
教室，感受著學習的樂趣。

陳 億(聯絡)

陳啟南 (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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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家長教師會活動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暨學生文藝表演 13.11.2010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已於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下午在學校禮堂舉
行。承蒙中西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副主席吳少強先生MH 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副會長楊啟健博士蒞臨主禮，
與會之家長及學生約五百人。當天的學生文藝表演節目多姿多采，包括鋼琴獨奏、口風琴演奏、國術表
演、普通話集誦及童軍1155旅大合唱，家長與師生濟濟一堂，場面溫馨熱鬧。

2010-2011 家長教師會活動

親子旅行

16.1.2011

是次的家教會親子旅行的第一站為嘉道理農場，在這個農場裏，家長及同學可以一親大自然，呼吸新鮮空
氣，除欣賞風景外，亦可近距離觀察不同的動物。下午我們便到流浮山品嚐海鮮
餐，餐後更可隨意逛逛市集，購買地道的特產。最後，便到錦田鄉村俱樂部，這
處是同學們期待已久的地方，可以親自從田裏採摘甜美多汁的草莓，一家樂也融
融，十分寫意。

齊在美 景下拍 照

帶些小 魚回家

於嘉道 理農場 拍照留 念

主禮嘉賓吳 少 強 先 生 M H 頒 發 常 務 委 員
會感謝狀

主 禮 嘉 賓 楊啓 啟 健博士頒發義工感謝狀

李傑之校監頒發第七屆家教會常務
委員會委任狀

我們中 獎了

親自採 摘草莓 ，愛不 釋手

親子競技日
李傑之校監 頒 發 義 工 感 謝 狀

典 禮 場 面 熱鬧，座無虛設

家教會捐贈二萬元添置圖書及
綠化校園

普通話集誦

鋼琴獨奏

國術表演

口風琴演奏

童 軍 1 1 5 5旅大合唱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執委與眾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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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11

一年一度的親子競技日，於2011年4月3日舉行。每年親子競技日，都是全校學生和家長最期待的大日
子，因為是難得機會可以與老師、同學和家人一起玩遊戲、做運動，一起接受挑戰，共同發揮團隊精
神。而今年參與人數更高達450人。
在嘉賓一聲令下，比賽開始。當天家長教師會設計出多個別出心裁的親子活動，參賽者不但要身手敏
捷，更加要發揮合作性和默契。家長和同學都十分投入，積極參與，比賽完成後，各人面上都展露燦爛
的笑容。 雖然親子競技日只得半天時間，但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可以讓每個家庭，注意多做運動，增
加親子時間，一同享受親子的樂趣。

校監及 校董也 參與活 動，與 眾同樂

家長義 工除了 擔任工 作人員 外，
還為同 學打氣

家長和 學生用 飲管運 送絲帶

大家都 玩得非 常投入

獲獎的 家長和 學生不 約而同
舉起勝 利的手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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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家長教師會活動

聖誕聯歡會

22.12.2010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順利完成，家長義工把學生的聖誕作品佈置校園，校園內頓
時充滿濃厚的聖誕氣氛。當天由2C班Herrera Cristian Anibal的家長扮演聖誕老人，與家長義工到課室
派發禮物，並與學生拍照留念，與眾同樂。部分家長和學生更在幸運大抽獎中獲得豐富的禮物。最後家
長義工還把家教會捐贈的禮物包送到每一位同學的手上，讓全校學生度過了難忘的一天。

2010-2011 家長教師會活動

親子教育講座16.4.2011
主題為「機不可失」
如何提升子女的學習動機 的教育講座於 2011年 4月16日 (星期六) 舉行，我們
很榮幸邀請到黎蕙美博士 (身心治療社) 蒞臨主講，在此深表感謝。 黎博士深入淺出地帶出主題，讓家長
們知道有多種不同的學習模式，教導子女時要了解他們適合那一種模式，作出配合，效果會更好。黎博
士並以互動形式講授一些有效的學習及幫助記憶的方法，家長們一起嘗試，一起做「健腦操」，氣氛熱
烈，內容令家長獲益良多。

陳校長 致送紀 念品給 講者
黎蕙美 博士

黎蕙美博 士跟家長 分享如何
提升學生 學習策略 的方法

黎蕙美 博士跟 家長示 範健
腦操

家長將 理論付 諸實踐

深圳番禺兩天親子觀光團

25.6.2011至26.6.2011

同學們 把握機 會，跟 聖誕老 人來個 大合照

同學們 在課室 開聖誕 派對， 輕鬆愉 快

學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的深圳番禺兩天親子觀光團已於2011年6月25日至26日順利完成。首天我們前往
深圳的「青青世界」參觀，這觀光農場揉合了健康，自然，環保的主題。農場內有瓜果園、侏羅紀公
園，陶藝館等，更有一個全竹木結構的遊樂場，供同學遊玩。在表演場內更有環保敲擊樂的表現。行程
的翌日，我們到了番禺香江野生動物園，公園內飼養著大批野生動物，家長和同學可以在動物園內近距
離觀賞各種動物，欣賞牠們精采的表演，一起渡過了歡欣的一天。

環保光 碟巨龍
同學們 在課室 進行集 體遊戲

家長義 工齊出 動,為同 學們送 上歡樂

表演場 內精采 的表現

於青青 世界留 張合照

瓜果園 內果實 纍纍

大象表 演，歎 為觀止
同學們 在陳校 長的手 上接過 禮物,
滿心歡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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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同 唱聖誕 歌

在大熊 貓基地 內，大 開眼界

近距離 接觸小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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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心聲站
當學校義工有感

既驚且
今天，林老師問我可否替學校寫一篇義工心聲的文章。老實說，心情
筆寫過文章
喜。喜的是得到老師學校認同我的付出，而驚的是實在有太久沒有執
了，一切從何說起呢？
姨的義
兒子在英皇二校上學已踏入三年級了，而我也替學校做了兩年午膳姨
的笑
真可愛
掛著天
工。第一年我看管的是二年級，第二年是五年級。他們臉上常
當然也有他
容，親切地喚我方姨姨，那悅耳的聲音，熱情的笑面，仍歷歷在目。
師平日教導
們頑皮愛鬧的一面，老師不在，當然是稍稍放任開心點，但也不失老
的禮貌。
身體的
有些同學常告訴我他不喜吃這，不喜吃那，但只要和悅的告訴他們對
跟他們談談
好處， 半軟硬，也會給我點面子稍稍多吃一點。每星期的半小時中，
工作外。竟
天，說說笑，時間很快便過去了。這才發現，除了能幫學校擔任一點
有很大的幫
我，真
母親的
對作為
有意外的收穫。就是多知道了現在小孩的想法，
助呢！
蔡淑貞女士 (3A 方進宏媽媽)

親子旅行徵文比賽(初級組)
一次親子旅行

一月十六日, 我們一家人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第一站就是嘉道理農場，我看見家豬和
野豬。野豬有兩隻大牙齒，一個大鼻子。牠的毛又長又硬，好像剌猬一樣。家豬又白又肥，好像
一個大雪球。一路上我還看到很多又漂亮又可愛的小動物，有鶴、鸚鵡、貓頭鷹等。
我們看完動物便又去流浮山飽餐一頓。充滿力量的我再次出發，展開了一次摘草莓行動。錦
田鄉村俱樂部的草莓們都招着手歡迎我們的到來。我們拿着小籃子和小剪刀，看見又紅又多汁的
草莓，我的口水都快流了出來。
帶着草莓寶寶，我們完成了這次親子旅行。這次旅行令我感覺到大自然又美麗又有趣。我和
家人又多了一次一起玩耍的機會。

親子一日遊

「閱讀媽媽」有感
己不是
回想起有家教會會員找我當「閱讀媽媽」時，真是有點害怕，本身自
過猶
力，不
有點吃
加感到
一個擅長說故事的媽媽，而今次要面對非華語學生，更
字的
善中文
疑了一會就決定接受此職，一來可以挑戰自己，二來可以幫助他們改
認識。
溝通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他們，他們都好像有一點抗拒，但經過一個學期的
他們
，但當
常困難
覺得非
和了解，漸漸已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其實他們對中文字
如由
今日不
拿起中文故事書時很樂意讀，遇到不懂的字會問，有時他們會說：「
象最深刻的
姨姨講故事給我們聽。」慢慢我們就好像成了朋友一樣。他們令我印
日，每次半
星期一
雖然每
默書。
明天要
一次，就是主動要求我幫他們溫習，原來
個「閱讀媽
作為一
關係，
小時，從陌生到熟絡，能與學生可以建立到互相信任的
媽」實感安慰。
這群學
我有幸成為家教會義工，為學校出一分力，能與學校共同悉心地栽培
生，希望來年可以再參與此項職務。
陳玉燕女士 (3A 吳朗翹媽媽)

Reading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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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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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
I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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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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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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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and
relaxed
learn through different medium, in a more
KCOBA
all,
After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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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contribute my best to the PTA and sincerely wish the best for
KCOBA Primary School No. 2.
Tse Wai Wah (Father of Tse Chi Lung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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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黃浩明

2B 陳顥元

今天是學校親子旅行日，一大早我們一家三口冒着嚴寒踏上旅遊巴，開始了我們的親子一日
遊。
首先，我們來到嘉道理農場，這是一個培育各種農作物和野生動物的地方。 我們參觀不同的
展館，認識了很多珍奇和稀有的動物。
到了正午，我們來到著名的流浮山。先吃了個學校預訂好的午餐，跟着來到海味街。聽說以
前的流浮山是香港盛產蠔的地方。現在由於人類污染了海港，生蠔的數目已經減少了。想起新鮮
美味的生蠔，口水差點流了下來，希望人人能環保，給生蠔一個清潔的生存環境。
最後我們來到錦田鄉村俱樂部，一個超大的有機士多啤梨農莊吸引了我們，芳香撲鼻的氣味
使我回味。下次我一定會再來。

旅行日

2A 何潔瑩

一月十六日是學校舉行的親子旅行，我和媽媽很早就到了天星碼頭等候出發。雖然天氣很寒
冷，但是我也很興奮。上車以後，導遊姐姐跟我們介紹第一個旅遊景點 ―― 嘉道理農場。我們
在嘉道理農場的門口拍了一張大合照。然後，我和媽媽慢慢地走進農場。我看見綠油油的菜地，
有很多我不認識的蔬菜，我還看見許多可愛的小動物。中午，我們到流浮山吃了一頓豐富的午
餐，還參觀了繁榮的市集。我們的最後一站是錦田鄉村俱樂部。我在小賣部吃了一碗豆腐花。在
回家的路上，我既開心又疲倦，我竟然在車上睡着了。這次親子旅行是我最難忘的一天。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

廢物利用 冠軍 4C 林瓏

環保回收箱 亞軍 2A 蘇慧婷

善用資源
季軍 1C 吳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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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徵文比賽(高級組)
親子旅行見聞記趣

冠軍 6B 周子瑤

上星期天的親子旅行，讓我忘不了那天興奮、愉快的心情。
記得那天第一個景點是嘉道理農場。那裏有一望無際的翠綠色草原，有蔚藍色的天空，還有一群深啡色的胖豬。
他們長得又大又肥，腳上有一些又尖又長的指甲，真像殘忍的大貓一樣。我在豬上還知道了一個小秘密。那就是豬除
了吃泥外，還吃豬乸菜。豬乸菜的莖有紅、橙和紫紅色，非常特別、有趣。而且它是很難吞的，它比其他菜都要多
渣。我在嘉道理農場還參觀了昆蟲館。我認識了很多特別品種和罕有的昆蟲，最深刻的有三色螳螂等。最後，我和媽
媽還買了一些有機蔬菜，那就是深紫色芥蘭頭。看着它，我不禁對它垂涎三尺。
接着，導遊哥哥就帶我、媽媽和其他旅遊者去流浮山酒家吃海鮮餐。雖然食物味道一般，但卻有特色。例如: 粟
米汁銀雪魚和西芹炒胡蘿蔔等。
吃過飯後，我們便去了最後一個景點。大家猜猜是哪裏?那就是全程最有趣的錦田鄉村俱樂部。首先，我在那裏的
小食亭吃了一碗又香又甜的新鮮即磨豆腐花。我吃得津津有味。接着，我和媽媽買了一包的白菜，它是用來餵可愛的
小白兔的。當我將白菜丟進籠子裏，小白兔們就興致勃勃地搶食。之後，我和媽媽就去農場摘法國草莓和番茄。我負
責剪草莓。媽媽就負責剪番茄。我禁不住喊起來：「哇!紅紅的!真漂亮!」只見草莓披着一件紅紅的外衣，看着它，已
不禁流下口水。我趕快去找媽媽，看看她摘的番茄是怎樣，圓圓、胖胖、橙橙的。「時間差不多了，要走了!」導遊哥
哥大叫着。看來，差不多要在這個旅程上寫一個句號了。
今次的親子旅行真令我大開眼界。我不但知道了豬的秘密，知道了世界上很多罕有的昆蟲，更知道了白兔除了吃
胡蘿蔔，還會吃白菜。我更體會了農夫的生活。不過，行程中，令我最失望的，就是去錦田鄉村俱樂部的時間太短。
我希望下次可以在錦田鄉村俱樂部多留一會，感受大自然之美。因為我還想在那裏摘菜。希望下一次能夠再來。

快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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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班黃家悅同學、姚婷議同學及吳子荍同學，分別榮
獲中西區滅罪宣傳海報設計比賽冠軍、季軍及優異獎

冠軍5A班黃家悅同學的作品 ， 被 大 會 製 作 成 大 型
海報，懸掛於上環文娛中心 外 牆 ， 宣 傳 禁 毒 訊 息

亞軍 4A 歐思哲

快樂的一天又到了，今天是一年一度我校家長教師會的親子旅行日。
清晨，我和媽媽興高采烈地出門。而今天要去的地方分別有: 嘉道理農場、流浮山及錦田鄉村俱樂部。令我最難
忘的是流浮山的市集，具有鄉村小鎮的特色。剛踏進市集的第一步，兩邊攤檔的海味腥味立刻撲鼻而來。市集內人山
人海，狹窄的街道被擠得水洩不通，當中還夾雜着攤販叫賣和顧客討價還價的聲音，非常熱鬧。由於流浮山靠近大
海，所以攤檔大多是售賣海鮮的。那裏不單有活生生的瀨尿蝦、生蠔和鮑魚，還有不少乾貨: 鹹魚、蝦米、蠔豉等。
此外，更有別具特色的小食 — 魷魚絲。這些東西不但令人目不暇給，更使人垂涎欲滴。而我也不例外，一看見魷魚
絲，就馬上被它吸引着。店主還很熱情地給我試食，最終我哄媽媽買了幾包回家。而我的媽媽卻被一邊曬蠔豉， 一邊
賣乾貨的小店吸引了，也出手買了兩袋。
不知不覺，快樂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回家時，我還情不自禁地說了起來:「流浮山的市集真令人回味啊!」

親子旅行遊記

我們的驕傲 2010 - 2011

4A班葉晧堃同學獲防火安全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冠軍

6A班呂文森同學榮獲2010- 2 0 1 1 年 度 公 益 少 年 團 中 西 區
傑出團員，代表中西區前往 星 加 坡 及 馬 來 西 亞 交 流

季軍 5C 余芷欣

一月十六日是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
早上，我飛快地換好衣服，收拾好東西，便和爸爸媽媽一起去吃早餐。之後，我們到碼頭集合，那裏已經人山人
海，因為很多同學和家長都比我們早到。首先，我們去嘉道理農場，我可以見到很多植物: 有金銀花，有含羞草，有
太陽花等……在晴空裏，那些花草像夏天般一樣，開得燦爛。又可以見到不同的動物: 有孔雀，有貓頭鷹，有野豬
等……原來野豬的嘴巴比家豬的嘴巴瘦長。我還上了梯田，一路冬風送爽，我從山上俯視，所有人變得像螞蟻般細
小。中午，我們去流浮山吃午餐，餸菜十分豐富，有豬排、有雞、有粟米魚塊等。然後，我們去逛著名的海味街，我
買了我喜歡的香蕉糕，媽媽買了蝦乾，爸爸買他愛吃的果菜。最後，我們去錦田鄉村俱樂部，我看見遠處有幾塊又紅
又綠的地毯，當我走近，原來是草莓田，有法國品種，有日本品種，原來日本的草莓又肥又圓。而法國的草莓又長又
瘦。草莓的葉又綠又大，真是綠葉如裙。
因為我快升上中學，參加親子旅行的機會不多了，所以我會更加懷念這次的旅程。

本校榮獲第47屆學校舞蹈節比賽高級組甲級獎
本校榮獲 學校朗誦 節英 詩 集 誦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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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畢業同學寄語

6A班潘曉妍 同 學 獲 得 港 島 西 區 小 學 校 際 田 徑 比
賽女子特別 組 1 0 0 米 冠 軍

女子籃球隊參與小學挑戰盃三人籃類比賽
榮獲亞軍及殿軍

再見了，親愛的母校！
何博穎 (6C)

告別校園

當年幼小的我，
曾經經歷過甜酸苦辣。
不過只因這些經歷，
令我成功蛻變成一隻美麗的蝴蝶。
我要感謝老師的諄諄教誨，
每天都細心地教導我們，
而且不辭勞苦地幫我們批改功課，
令我感激萬分。

校園的生活，
充滿了喜、怒、哀、樂，
平日不覺得珍貴，
離時竟如此不捨。
再見了，
親愛的校園，
讓我們拭去離別的眼淚，
攜手踏上新的旅途，
迎接人生中新的挑戰。

林浚銘 (6C)

男子籃 球 隊 參 與 小 學 挑 戰 盃 三 人 籃 類 比 賽
榮獲亞 軍 及 殿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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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田徑隊於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獲得
2冠、2亞及1季之佳績

李梓燊 (6A)
我將告別溫馨的母校，
離別的時候，總是依依不捨。
但是我相信，
總有天我們會再聚。
我將入讀中學，
揭開人生的新一頁。
我不會辜負師長的期望，
勇敢地迎向挑戰！

告吿 別 校園

當鐘聲敲響時

本校於 中 西 區 小 學 常 識 問 答 比 賽 中 獲 得 隊 際 賽 季 軍

告別校園
何琛霖 (6A)

我不會忘記辛勤工作的老師們，
我不會忘記校長每天在早會所訓示的每一件事，
我不會忘記學校中每一個設施，
因為他們都是能幫助我以後成為社會楝樑的人和物。
當小學生涯最後一道鐘聲響起時，
我將要在未來面對更多的挑戰，
我將要在未來認識更多人和事。
我承諾，
我一定不會辜負老師們對我的期望！

楊雯蕙 (6B)
經過老師的悉心栽培下，
如今，
我竟然變成一朵能夠散發出光芒的鮮花，
我擁有了光芒，
我擁有了智慧，
我擁有了色彩，
老師，這是你的豐收！
老師就是耀眼的太陽，
給我們溫暖。
老師就是路上的街燈，
指引我們方向。

4A班 林紫縈同學獲得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50米蛙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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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畢業同學寄語

Yung Hiu Ho 6A

Yan Ho Kiu 6A

Time is passing so quickly and I a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my primary school. I feel so grateful for my primary school
because the school gives me a lot of memories and I will
remember them all the time in my mind.

Time flies and now it is almost time for me to have my
primary school life finished and I am going to a new secondary
school. Throughout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 ha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such as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subjects and
activity groups. I also learnt how to be polite and make friends
with others.

I will miss all the people who are at the school, especially
my classmates and my teachers. They are all generous and nice.
They always encourage me to pass the hardships.

再見了，親愛的母校！

再見了，母校
甄以恒 (6C)

在我心目中，離別就像酷寒的冬天，
一想到馬上就要和學們分開，
心裏就像被刺骨的寒風呼嘯而過，
獨自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雖然我無力挽留歲月的飄逝，
但我仍會珍惜這段珍貴、美好的回憶。
同學們很快就要各奔前程，
但我依然會把這一份情誼永遠銘記心中，
直到大家能再相見的那一天。

劉浩鵬 (6C)
我們由幼稚無知，
而逐漸學習到不少知識；
由不知天高地厚，
而逐漸懂得辨別是非。
老師的諄諄教誨，我們定必牢記；
師長對我們的栽培，我們終生難忘！
老師的關懷是溫暖的太陽；
同學們的歡笑聲是一首澎湃的樂章。

My most enjoyable time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was when
I performed the Chinese drum with my schoolmates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y primary school.
My favorite teacher is Mr Lai because he always tells us
some good jokes, he cares about us and teaches us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I remember once I forgot to bring my stationary but
luckily, Mr Lai was there and he lent his pen to me. I feel so
grateful about that.
Finally, I hope that I can get enrolled into my favorite
secondary school and learn more useful knowledge from there.

吿 告 別校園

母校的光輝
黎靖雯 (6A)

在成長路上佈滿難關，
但這是上天給我們的考驗，
要我們經歷一番風霜雨雪，
才得驕人的成就。
快將離別美麗的校園，
我懷着雀躍的心情。
邁向新的里程，
展開新的生活。
再見了，我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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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miss my classmates very much because they are very
friendly and helpful. I have many sweet memories with them. I
remember once on a sport day, we played games. And we sang
Christmas Carols at Christmas party, we were so happy. These
memories made my primary school life much more enjoyable.
I’m sure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teach us a lot
of useful knowledge. My teachers are kind and friendly too, they
are like my friends and they always encourage us to work hard.
Finally, I hope that I can go to a good secondary school and
make some new friends there. However, I will not forget my
primary school friends and teachers in the meantime.

畢業了！
張嘉偉 (6A)

縱使我即將離開母校，
其實只是暫別而已，
我仍然會在節日時，
與好友一起重投母校的懷抱！
最後我衷心祝願
母校桃李芬芳，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潘詠欣 (6B)
我們畢業了！
我們將捨不得學校的一切，
老師、校長、同學，就連校工，
都是我依戀的、記掛的。
我們畢業了！
我們將前往新的中學，
迎接新的挑戰，
解破所有難題。

Daing Nicole Fleur 6B

Jimmy Lam Chun Ming 6C

In my primary school life, I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and how to solve problems myself. I think these skills
are practical for my future career.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and
my classmates. Because they have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especially my principal. She supported me a lot. My happiest
time was when all of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said happy
birthday to me on my birthday. My saddest time was when I
felt lonely at school. I will remember all of the staff in my
school. Because they helped me and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I am very thankful for what they’re done for me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will send news of my new school life to my teachers.
Because I would like to share what I see, I hear and I feel in
my new school.

For my life in my primary school, I have precious memories
and sweet memories. My happiest time was when I became a
prefect in P.5 because I had tried very hard to get this position.
My saddest time was when I got low marks in my exam in P.5
because my parents were very upset. My most enjoyable time
was when I took part in a drama in P.2 because the costumes
were pretty. My most unforgettable time was when I played
dodge ball with my friends in P.1 because the game was very
exciting. Moreover, the people I will never forget are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kind and friendly.
I will go to a new school in September, so I promise I will
be good in future and I will not let my parents and teachers
down. I will also keep contact with my friends and visit my
primary school when I have free time.

15

第七屆(2010-2011) 家長教師委員會
顧問: 陳麗貞校長
主席: 鄭凱文女士
副主席: 林淑芳副校長
文書: 曾慶釵女士、翟瑞芬主任
司庫: 梁嘉儀女士、劉玉燕老師
總務: 陳啟南女士、陳晨老師
康樂: 吳志偉先生、葉基建先生、黎廷裕老師
聯絡: 魏麗洋女士、陳 億女士、黃佩儀老師
增選委員: 陳啟峰先生、謝緯鏵先生、郭雅志先生、何麗芳女士
戴美儀女士、王秀蓉女士、鄧淑嫻女士、方偉華女士
義務核數師: 陳愛民先生
義務律師: 劉逸詩女士

第七屆家教會活動(2010-2011)概况及常務會議
活動名稱
第十一屆家教會會員大會暨
學生文藝表演
第一次常務會議
第二次常務會議
聖誕聯歡會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13-11-2010

學校禮堂

19-11-2010
10-12-2010
22-12-2010

學校視藝室
學校視藝室
學校禮堂
嘉道理農場、流浮山
及錦田鄉村俱樂 部
學校視藝室
學校視藝室
卜公花園足球場
學校禮堂
學校視藝室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16-1-2011

第三次常務會議
第四次常務會議
親子競技
親子教育講座
第五次常務會議
第六次常務會議

28-1-2011
11-3-2011
3-4-2011
16-4-2011
8-4-2011
17-6-2011
25-6-2011
至
26-6-2011

深圳番禺兩天親子觀光團

深圳、東莞、番禺

義工鳴謝：
李明治、常 素、楊錦珠、吳志偉、曾慶釵、趙仕龍、謝緯鏵
鄭凱文、鄧淑嫻、陳雪萍、蘇淑貞、陳玉燕、邱良永、江紹銀
何潔貞、勞敏儀、陳文娟、何麗芳、劉付輝燕、陸懿媯、黃惠琼
王 妍、鄭 娟、王秀蓉、戴美儀、李惠芳、陳 億、曹 璞
方偉華、何慧敏、何 濤、李 芳、鍾容娟、劉詠琪、莫豔貴
郭雅志、曾轉儀、陳巧瑩、劉 娟、謝燕招、謝夏蓮、陳安兒
陳淑英、陳秀娟、曾惠芬、鄭愛如、張紅武、張淑儀、徐 英
葉少雲、羅秀梅、郭婉儀、譚靜儀、鄭 紅、任 紅、王愛群
蔡氏英、林碧玉、何信錡、葉少雲、方婉儀、呂立華、劉寶儀
岑鳳明、葉樹存、陳寶雲、程 芳、陳雪花、董翠霞、蔡氏英
朱仙花、楊雪麗、羅常瑜、黃惠珠、梁春逢、葉少雲、周志剛
陳啟峰、郁依玲、梁惠珍、馮嘉麗、鄺艷梅、林香東、劉杏梅
陳燕文、楊雪麗、陳巧瑩、朱惠妍、莫慧冰、戴惠雲、梁文光
朱慧瑛、阮玉嬋、陳愛民、劉逸詩、梁嘉儀、陳啟南、葉基建
魏麗洋、姚玟莉、鍾健霞、范翠霞、黎詠敏、郭敏儀、吳碧鶯
王愛群、周 璇、鄭 娟、梁春逢、袁鈺梅、劉安焱
Herrera Argention、Concepcion A.Daing、Joann Kok

特別鳴謝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萬高玩具有限公司

編輯委員會
顧問: 陳麗貞校長
委員: 林淑芳副校長、翟瑞芬主任、
鄭凱文女士、吳志偉先生、方偉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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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家長教師會
2010-2011 年度 財務報告
(15/9/2010 至 14/9/2011)
收入方面
2009 / 2010
2010 / 2011
本年度會費
6,280.00
7,540.00
會員捐款
20,620.00
25,990.00
教育局資助 ( 活動經費 )
9,525.00
9,724.00
親子旅行 ( 團費收入 )
72,331.00
53,715.00
銀行存款利息
1.46
1.55
總收入
108,757.46
96,970.55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中西區家教會會費
致送花籃 / 花圈 / 盆栽
家教會會訊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親子教育講座
親子競技日
(3) 其他支出
50 周年校刊贊助廣告
贊助學校校訊
捐贈學校圖書金
捐贈學校綠化設施及植物
捐贈學生洗手液
聖誕聯歡會場地佈置用品
/ 禮品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場
地佈置用品 / 禮物
家教會獎學金支出
製作旅行指揮旗
家教會雜項支出
*09-10 教育局之撥款盈
餘退回學校
總支出
純收入
( 總收入 - 總支出 )
加：上年度結餘
本年度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00-642855-001
匯豐銀行定期存款戶口
#002-8-412948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8-412948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2-411136
流動現金賬

1,539.90
100.00
1,460.00
5,800.00

3,385.30
100.00
1,000.00
5,800.00

72,957.50
676.50
3,101.10

52,295.00
1,001.00
3,977.60

--12,000.00
5,000.00
3,114.00

3,000.00
5,670.00
12,000.00
8,000.00
--

2,832.50

3,442.00

416.00

2,098.80

1,800.00
980.00
55.00

1,800.00
---

--

2,023.50

111,832.50

105,593.20

-3,075.04

-8,622.65

66,137.75
63,062.71

63,062.71
54,440.06

7,558.21

6,540.91

10,000.00

10,000.00

822.60

823.53

44,051.20

36,566.02

630.70
63,062.71

509.60
54,44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