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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校 訊
第二十七期

日期：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地址：上環普慶坊四十號

電話：2547 7575

網址：www.kcobaps2.edu.hk

校 長 的 話

　　「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象慶更新」，農曆新年將至，商場的佈置已

換上了新衣，不少市民已開始辦年貨，非常熱鬧。農曆新年是我最喜愛的中

國傳統節日，既可滿足購物樂趣，亦可趁此機會，和親人共聚。去年八、九

月，居於加拿大的胞弟，突然因病逝世，每天離開工作崗位，回家背著年邁

的母親垂淚，在這段時間，不斷自責，童年兩小無猜，一起上學的片段，不

停地在腦海盤旋。在過度傷心情況下，我險些兒崩潰！在醫生醫治及親友安

慰下，我踏出了我人生的「谷底」，重新再調節生活方式，也主動相約其他

姐弟吃飯見面，互訴親情。當我們在逆境中，扶助我們的永遠都是身邊的

人，對我們付出無限的愛，永遠都是父母。我們應學懂珍惜「眼前人」，多

關心家人及別人，學懂「付出」。希望家長及同學們，能善用這假期，多探

訪親友，彼此關懷，在寒冷的天氣下，讓大家感受到「愛」的暖流。

　　本年度上學期，在學校的策劃及安排下，學生參加了各項的全方位活動及校外比賽，成績彪炳，屢傳佳音，例如英詩

集誦校際比賽冠軍、滅罪海報設計冠軍、防火標語設計冠軍等等。林林總總的獎項，足證我們的同學才藝出眾，不斷努

力，挑戰自我！本年度訓輔組設計及並製定了一本「品德及成長紀錄冊」，讓學生在學校的六年小學生涯裏，將品德的發

展、興趣的培養、成長的變化等，都得以紀錄下來，作為畢業後一個珍貴的回憶，亦讓家長了解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變

化，配合學校提供的各項支援。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願成績優異的同學，繼續努力，追求卓越；願學業成績欠理想的同學，自我省察，訂下目標，

重新努力，追求進步！願家長對孩子多關懷，提供足夠的支援。感謝所有和我並肩努力工作的老師，願全體教職員家庭幸

福。

　　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陳麗貞校長

3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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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五十周年校慶，本校聯同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及英皇書院，於十一月五日，假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五十

周年校慶文藝匯演」。

　　當日出席欣賞五十周年校慶文藝匯演的嘉賓及家長眾多，並先由英皇書院舊生──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前任主席梁乃

江醫生親臨主禮，再由李傑之校監上台為一眾表演的師生致勉勵詞，而范佐浩校董、林國榮校董、林超英會長及其他英皇

書院舊生和嘉賓也到場支持，出席人數近二千人，場面熱鬧。     

    匯演先由「港島第一一五五旅童軍」以大合唱揭開「五十周年校慶文藝匯演」的序幕，接着由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的各個組別進行上半部分的演出：中國鼓組十七位鼓手穿上金光閃閃的鼓服，演奏「澎湃鼓舞慶金禧」，震撼全場；跆

拳道學生在導師的帶領下，演出多項高難度的踢板動作；中國舞蹈組以華麗的舞服，配以手上的搖鼓，以精采的舞步演出

「歡樂的鈴鼓」；本校學生及去屆畢業生組成的手鈴隊，在梁家和主任的帶領下，以手鈴搖動由生日歌、《生命有價》及

《我的驕傲》所組成的組合曲，音色既清脆又動人；英文詩歌集誦隊以有趣生動的形式朗誦《Pickety Witch》；本校1A班

郭嘉頤同學及其家人，以親子合奏的形式表演兩首樂曲，埸面溫馨。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成功演出後，接著由英皇

書院口琴隊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進行下半部分的演出。

　　看到參演者努力的演出及演出後的喜悅，台下的觀眾都聚精會神地欣賞，並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到處洋溢著歡

樂的氣氛，證明匯演非常成功。

50周年校慶文藝匯演
梁家和主任

「港島第一一五五旅」童軍大合唱

中國鼓組率先演出「澎湃鼓舞慶金禧」，鼓動全場，

為表演揭開序幕

由導師率領同學們為大家表演跆拳道，高難度的

動作獲得全場不少掌聲

梁家和主任帶領手鈴隊為我們演奏出「生日歌、生命有價、我

的驕傲」多首繞樑三日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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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瑞芬老師帶領三位小司儀為大家介紹表演節目

英文詩歌集誦隊朗誦「Pickety Witch」，他們活潑

生鬼的表演牽引着全場的目光，帶來雷動的掌聲

1A班郭嘉頤同學與其父親郭雅志先生(香港中樂團

嗩吶首席)、母親何濤女士(香港中樂團團員)表演親

子樂器合奏中國舞蹈組表演「歡樂的鈴鼓」，激昂的樂曲配上熱情

的舞蹈，掀起全場的高潮

全體演出同學一同上台謝幕

李傑之校監、陳麗貞校長與各嘉賓到台上慶祝演出成功

50周年校慶文藝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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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年校慶文藝匯演表演
學生心聲

吳子莜莜  5A   表演項目 :中國鼓

　　我很高興能參與這次50周年文藝匯演。記得臨

出場前，我們大家都非常緊張，不知道能否成功。

在舞台上，我們出盡全力，為求做到最好。表演結

束後，觀眾席響起了驚天動地的掌聲。大家都非常

開心呢！所謂「先苦後甜」，我覺得只要有恆心，

凡事努力，就可以成功。我很想藉此機會多謝我們

的領導老師—鄧韋琪老師，還有跳舞導師—陳老師

和吳老師，多得她們，我們才有今天的成績。

陳煜熙  6A    表演項目 :跆拳道

　　匯演結束後，我感到一種很強烈的成功感。今

年我的小學生涯將要劃上句號了，能夠在畢業前

成為匯演的表演生之一，我實在深感榮幸。古語

有云：「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在這次匯演

前，同學們都努力地練習，準備成就一場完美的演

出，當然，同學之間的合作性也是十分重要的。我

想感謝我們跆拳道的教練，也很想藉此機會感謝陪

伴我多年的師兄師姐們，還要感謝不時鼓勵我們的

負責老師和家長義工，謝謝！

余嘉朗  6A    　 表演項目 :手鈴

　　匯演圓滿結束時，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認為

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時間都是沒有白費的，而觀眾

都拍手叫好，十分喜歡我們手鈴隊的表演。我覺得

十分榮幸，可以成為當晚的表演生，因為這是一次

難得的機會，我會銘記於心的。我鼓勵各位同學多

些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除了注重學業外，還可以

發展其他方面的才能。

楊雯蕙  6B   　　　表演項目 :英詩集誦

　　匯演圓滿結束後，我感到很興奮，因為我和其

他四十多位同學的努力終於有成果。我們英詩集誦

組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匯演，是我們的導師－袁太

的「功勞」。雖然訓練是刻苦的，但是大家都懷着

追求進步的心，希望同學都能學習我們這種精神。

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李老師和袁太。在練習時，她們

都很照顧我們。袁太不但體諒我們，還會經常說一

些笑話給我們聽，讓我們放鬆一下。練習時，旁邊

還一定有一位默默支持我們的人，她就是李穎虹

老師。最後，我想再一次向她們說聲：「謝謝你

們。」

蔡希雯  5A   　　　表演項目 :英詩集誦

　　匯演圓滿結束後，我們感到很輕鬆及愉快，希

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表演。我覺得整個過程可以用

「先苦後甜」來概括。我很想藉此機會多謝我們的

導師—袁太，她那密集而嚴格的訓練令我們在文藝

匯演後獲得好評。我還要感謝我校的負責老師—李

穎虹老師，因為她和我們一起共度難關。」

翁曉浩   6A   表演項目 :中國鼓

　　匯演圓滿結束，我和每位同學、家長和老師都

感到很高興。記得表演時，我們穿着金燦燦的衣

服，感到萬分緊張，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到了表

演的時候，我的心情卻放鬆了很多，只管認真地表

演，最後演出也十分順利。其實人生每天都會遇上

很多困難，但如果有同伴一起共同面對，發揮團隊

的合作精神，就會成功。我也很想藉此機會感謝龍

老師，如果沒有她的教導，我們也不會表演成功。

我也想感謝校長、梁家和老師及宋春霞老師，如果

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們也不可能堅持到底，

直到整個匯演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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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活動－廣州跨境學習之旅

　　為配合香港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之「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流計畫(2010)，本校在

9月24日至25日安排了42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同根同心」─歷史國情(西式建築)兩天之廣州跨境交流活動，透過考察中

國境內具西方特色的建築，體驗當地濃厚的西式建築文化氣息，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

參觀廣州圖書館

遊覽中山大學

同學們和老師在中山紀念堂前拍照留念

　　在去年九月二十四日那天，我跟老師和同學到廣

州參加為期兩日一夜的交流活動。

　　在第一天，我們參觀了中山大學的中西合璧建

築、中西建築特色混合的傑作──中山紀念堂和東山

的低層院落式洋樓。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海關博物館、郵政博物館和

石室教堂。海關博物館為英式建築，這座建築物氣勢

宏偉，那些拱門的設計別具特色。

　　今次旅程，我認識到很多西式建築物，我覺得內

地的保育工作很全面，令我看到香港在歷史建築物保

育上實在有改善的地方，例如可將一些歷史建築物用

作其他用途，如郵政局、博物館等等。能夠參與這次

旅程實在令我畢生難忘。

5A  鄧皓仁

交流活動後感

　　兩天的廣州學習交流團已經圓滿結束，在這個交

流團中，我學懂了很多知識，擴闊了自己的眼界，你

想知道我學會了甚麼嗎，就讓我來告訴你吧！

　　第一天，我們首先到中山大學參觀，這裏的古樹

和中西合璧的建築相映照，一踏進去就嗅到一陣濃濃

的書卷味。 大學的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更深深印在我腦海中。令我印像最深刻的地

方就是銅像廣場，這裏總共有十八個中國名人的銅

像，它們整齊有序地排列在離離原草上，威風極了！

　　第二天，我們到海關博物館參觀。海關博物館是

一座白色羅馬建築，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又

被稱為「大鐘樓」，大鐘樓門頂，刻了「粵海關」三

字。博物館是由英國建築師──戴衛德．迪克設計

的。當博物館的導遊姐姐和我們說可以買紀念品時，

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叫好。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雖然只是短短的

兩天，但我已認識了不少西方的建築風格，令我獲益

良多。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再次參加這些

這麼有意義的交流團！

6A  潘曉妍

同學們遊覽建於1863年的

石室大教堂。



教師專業發展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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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腦科學與思維為本的教與學」聯校專業發展日

　　本校重視學與教的效能，不斷提升教學，一直調撥資源，培訓教師探究「以腦科學與思維為本的教與學」策略，透過

了解腦神經科學對人腦研究所得出的最新科學理論，檢視及設計最有效的教學策略，以配合學生的腦部發展，提升學習動

機及促進學習的成效。

　　學校四年來舉辦了多次全校教師參與的教師發展日，並於備課、觀課中將腦基礎學習理念實踐於課堂教學，增強學生

於課堂上之互動及參與，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成效有目共睹。本校師生更於十二月份獲邀到

大埔舊墟公立小學(寶湖道)，參與「以腦科學與思維為本的教與學」聯校專業發展日的公開示範課及分享活動，藉此交流教

學經驗。

　　當天參與聯校專業發展日的老師及家長超過四百位，本校安排翟瑞芬主任及翁濱濱老師分享如何將腦基礎學習理念實

踐在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課堂教學當中，其後林淑芳副校長更與三丙班同學上了一小時之中文課，即時示範不同之教

學策略及提問技巧等，讓同學進行討論，分享及表達自己的見解，以不同角度分析問題。學生積極參與，在愉快的學習氣

氛中，將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呈現出來。

透過小組討論，提升學生高階思維的能力

學生積極投入，課堂學習氣氛濃厚

林淑芳副校長進行公開的示範課
翟瑞芬主任及翁濱濱老師與來賓分享和交流教學的經驗

參與「以腦科學與思維為本的教與學」聯校專業發展日的

老師拍照留念

林淑芳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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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共15位英文科教師於十一月二十五日

到訪本校，參觀校園及作英文科分享交流。當日陳麗貞校長為

訪校老師作一講座，介紹本校英文科課程的校本發展、活動策

劃及語言環境的營造等，並展示本校英文科課業設計及學習成

果。訪校老師更與本校全體英文老師於下午一同參與英文教研

課觀課活動。

李穎虹主任

陳校長帶領訪校老師參觀校園設施

交流活動完畢兩校代表交換紀念品及拍照留念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英文科教師到訪本校

　　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質素，本校歷年均定期

舉行各項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讓老師探討最新的

專業知識，以達致優化教與學。去年十二月十五

日，全校老師在陳麗貞校長帶領下參觀天水圍循

道衛理小學，進行了一整天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當天我校全體教師獲得「天循學生大使」的熱情

款待，帶領參觀「天循」校園，然後分組進行中

文、英文和數學科觀課活動，並於觀課後就「小

班教學於課堂的成效」及「班級經營」進行專題

分享及交流，校長及兩校的老師都積極提問及討

論。相信透過兩校的專業分享及交流，能為老師

帶來更強動力，為優質教學作出更大的努力。

全體老師拍照留念

課後各小組交流及分享意見天循學生大使向我校老師介紹校內的設施及

有關的活動

陳校長為訪校老師作一短講，介紹本校英文科的校本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篇之二

  參觀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葉玉婷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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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本年度的一年級開始推展「英文識字閱讀及寫作計劃(PLP-R/W)」；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計劃由教

育局的外籍英語導師組設立，為本校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及相關的教師發展工作坊；而外籍英語諮詢導師亦會定期到校與一

年級英文老師作共同備課及觀課。此計劃將於未來兩年推展至二年級及三年級。

　　在此計劃中，一年級的英文課堂每週最少有兩個雙教節進行英語閱讀課及寫作課。在外籍英語老師、本校英文教師

及課室助理的帶領下，學生在豐富的語文環境中學習英語閱讀及寫作。透過小組教學，更能有效地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提供全面支援。學生於本計劃的學習進度亦會有完善詳盡的紀錄，而家長亦可與子女一同參與本計劃內的「家庭閱讀計劃

(HRS)」，共同體驗有價值及愉快的學習過程，鼓勵子女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

李穎虹主任

英文科教研課 李穎虹主任

　　學校於11月25日舉行了英文教研課，研課的重點是圍繞一

年級的PLP-R/W課堂，讓本校其他英文老師多了解PLP-R/W課

堂的運作及特色。當日的課堂單元為‘My Friend Oscar’，

課堂以‘alphabet chant’作開始、再複習該單元的‘high-

frequency words’，繼而進行一連串的拼音遊戲如‘phonics 

fan’及‘sound box’；接著的‘storytelling’ 讓同學透過生

活化的情境學習相關的‘book concept’、‘content words’

及閱讀技巧，為跟著的寫作活動打好基礎。而透過 ‘zero noise 

signal’、 ‘best group’ 、自我及同儕評估的常規訓練，使

課堂更順暢，有利於學生的學習。而當日到訪本校的澳門勞工

子弟學校的十五位英文教師亦有一同參與觀課活動。

英文識字閱讀及寫作計劃(PLP-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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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本校之國民教育課程—「赤子同根中國情」，本學年教師們已於上學期帶領三至六年級同學進行跨學科戶外參

觀活動。三、四及六年級同學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了「香港故事」、「現都市及香港回歸」及「香港開埠及早年發

展」等展區。適逢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五年級同學參觀了孫中山紀念館，學習有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和中國

的近代歷史，並蒐集了很多有關的資料，完成專題報告，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此外，老師也帶領學生出外欣賞京劇

及邀請有關團體到校表演皮影戲，培養學生欣賞中國藝術的興趣。

葉玉婷課程主任

同學們正欣賞皮影戲的表演 五年級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三、四、六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跨學科學習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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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新設施 李穎虹主任  翟瑞芬主任

英語室  

為配合本年度於一年級開展的PLP-R/W計劃，英語室已作

重新佈置：不同顏色的檯椅分別代表'Pink Pig'、'Green 

Frog'、'Purple Dog'及'Blue Snake'四個活動小組，以配合

此計劃內大量的小組閱讀及寫作教學活動。壁佈板上亦會

定期更換配合不同單元的教學內容，營造豐富的語境。

音樂室

為了讓學生能集中進行合唱及其他音樂活動，低年級音

樂室已增設三種不同高度的組合椅，讓學生能在更舒適

及寬敞的環境中學習。

視藝室 

為了增加學生作品的展示機會，學校增設了一組立體作

品展示櫃，讓學生經常欣賞到同學的作品。

藝術走廊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藝術資訊與知識，學校在七樓樓層

間增設了「藝術走廊」，並定期張貼與視覺藝術有關的資訊與

知識，例如名畫家介紹、繪畫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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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為了讓同學在更舒適的環境中閱讀，圖書館更換了可愛的凳椅，並增加壁報板，以展示各類閱讀資訊，以擴闊同學

的閱讀眼界。

綠化長廊 

為了綠化校園，讓學生有更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分別在二樓及天台添置不同類型的植物，建設綠化長廊及空中花園，培

養學生欣賞及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空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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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英文集誦 (冠軍)

四至六年級組

英文獨誦 (冠軍)

班級 學生姓名

1B 李　灝

4A 歐思哲

英文獨誦 (亞軍)

班級 學生姓名

2A 胡志康

英文獨誦 (季軍)

班級 學生姓名

2A 吳朗翹

2A 謝元泰

4A 葉皓晴

普通話獨誦 (季軍)

班級 學生姓名

5Ａ 孫佳晨

校外比賽

英文集誦 (優良獎狀)

一至三年級組

英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何諾晴

1A 梁巧怡

1C 候熙弘

1C 李　鏗

2A 方進宏

2B 謝卓熙

2B 胡錫林

2C 鐘禮賢

2C 林浩銘

3A 陳煦榆

3A 何柏堅

3B 黃宇恆

3B 劉仁龍

3B 林政熹

3C 候熙懷

3C 陳芍匡

4A 劉應源

4A 吳浩霖

4A 彭漢彥

4A 林紫縈

4B 楊芷珊

4C 崔珈軒

4C 江杰文

5A 蔡希雯

5A 吳子荍

5A 阮芷殷

5B  霍浩然

5B 曾子熹

5B 陳展霆

5B 黎亦朗

6A 趙彥俊

6B 關依婷

6C 張芷萱

普通話獨誦(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郭嘉頤

1A 鄭  彬

1B 郭軍浩

1C 鄭宇彤

2A 黃郁雯

2A 吳婉彤

2C 曾浩雲

3A 高嘉怡

3A 譚寶榆

3B 吳家杰

3C 劉婧雯

4A 陳芳婷

4A 章嘉穎

4A 湯皓彬

4A 衞珀僖

4B 傅凱琦

4B 陳思湉

4B 練沁銓

4B 黃威桓

4C 關芷柔

4C 林　瓏

5A 區志荣

5A 程心怡

5A 姚婷議

5A 譚寶琳

5A 宋婉盈

5A 葉勁廷

5A 王曉樂

5B 譚睿敏

5C 郭歡瑤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班級

6A 潘曉妍

6A 何韵瑩

6A 何柏言

6A 何琛霖

6B 鄭琇瑤

6B 鄭紫晴

6C 甄以恆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謝汶芸

2A 麥逸軒

2A 陳子蓁

2B 陳顥元

3A 譚俊杰

3C 梁錫褀

3C 吳梓謙

3C 李泓浩

6C 陳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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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2010-2011年度中西區
滅罪宣傳創作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海報設計比賽

黃家悅 5A 冠軍

姚婷議 5A 季軍

吳子荍 5A 優異獎

主辦單位：中西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綠色運輸繪畫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視藝組 潘曉妍 6A 優異

主辦單位：香港運輸物流學會舉辦

 向老師致敬2010標語創作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級組 譚寶琳 5A 優異獎

主辦單位： 敬師運動委員會

 防火安全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標語創作

葉晧堃 4A 冠軍

翁曉浩 6A 優異

胡澧言 1A 優異

主辦單位：中西區區議會及
中西區防火委員會 合辦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乙組100米 黃瀞慧 5A 冠軍

女子乙組60米 黃瀞嬉 5B 亞軍

女子乙組4X100米

接力

黃瀞慧

譚寶琳

蔡希雯

黃瀞嬉

何欣霞

5A

5A

5A

5B

5C

季軍

女子特別組100米 潘曉妍 6A 冠軍

男子甲組200米 林毅鋒 6B 亞軍

主辦單位：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

林紫縈 4A 冠軍

主辦單位：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

校內比賽

 閱讀小跳豆—中國藝術之旅問答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初級組 吳卓琳 1B

中級組 陳定康 3C

高級組 陳芳婷 4A

主辦單位：圖書科及視藝科

 智力趣味數學大考驗比賽

組別 班別 姓名

四至六年

級組

4A 曾祉龍

4B 張綽瑤

4C 洪鐮渢

5A 吳子荍

5B 徐楚晴

5C 潘慧欣

6A 何柏言

6B 吳錦彥

6C 謝偉健

主辦單位：圖書科及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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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李灝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冠軍

得獎感受：今次能得到冠軍，我十分開心，但是我最想感激的是我的班主任—

鄭佩玲老師。如果不是她努力不懈地和我練習，糾正我的發音和節奏感，我就

不能獲獎。鄭老師，謝謝你。我想：如要獲獎，必定要不斷努力練習，對自己

有信心，並按照老師的指導，虛心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才可以做到。

2A      吳朗翹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季軍 

得獎感受：去年，我有幸獲選參加香港學校朗誦節的英文獨誦比賽，但未能取

得奬項，使我很不開心。今年，我加倍努力，痛下苦功，最後終奪得季軍，令我

很有滿足感。今次能得奬，全靠每天堅持練習。我覺得這次比賽的成功，除了自

己努力付出之外，還要感謝鄧藹慈老師。因為她悉心教導，花了很多時間為我

們練習。鄧老師，真的很多謝您！還有我的爸爸媽媽：他們每天都在家與我練

習及帶我到比賽場地，真的感謝他們！

4A　   葉皓晴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季軍

得獎感受：我覺得可以獲獎奬，真是開心。其實在最初的時候，我認為自己的表

現不是太好，所以就不斷努力練習，最後獲得第三名。我希望透過此奬項告訴同

學，只要肯盡力去做一件事，就會成功。我想感謝媽媽、黃佩儀老師、思哲、

Mr. Steve和李可欣老師，謝謝他們的支持。

5A　   黃瀞慧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100米冠軍

得獎感受：十二月二日，我在西區校際田徑比賽中獲得一百米冠軍。我覺得很

開心，不枉自己在比賽前所作的艱苦練習。自從我在校內比賽奪得奬牌開始，我

便參加更多的校外田徑比賽，這才發現原來還有參賽運動員跑得比我快，真是

「一山還比一山高」。我不禁慚愧起來，明白只有更加努力練習，才能爭取冠

軍。

比賽得獎感受



比賽得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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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胡志康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亞軍

得獎感受：今次能獲奬獎，我覺得很開

心。我覺得如果做每件事如果已經盡了

最大努力，能夠獲奬獎當然高興，但沒有

都不打緊，下次再努力吧！我想藉此機

會感謝鄧藹慈老師的訓練和教導。

2A　   謝元泰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季軍

得獎感受：能取得季軍成績，我覺得非常開心，很有成功

感。希望下一次朗誦比賽能取得冠軍。雖然每天要練習很多

次，但是我覺得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只有肯盡力去做，

就會有好成績。我很想藉此機會感謝鄧藹慈老師，因為她一

早陪我練習，幫助我改進，使我取得好成績。

4A     歐思哲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冠軍

得獎感受：這次英詩獨誦我獲得了冠軍，感到非常

開心。除了我個人的努力外，也要多謝學校給予我

這個參賽機會，使我增加了對學習英文的興趣。我

想：如要獲獎奬，必定要多虛心向老師請教，勤力多

練習。我想藉此機會感謝黃佩儀老師和Mr. Steve，

因為他們常常約我到英語室練習，我有甚麼錯處，

他們就會用心地指導我。最後，我要謝謝我的爸爸

媽媽，能夠抽空帶我去比賽，還不斷支持和鼓勵

我，令我充滿信心。

5A　　孫佳晨

榮獲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季軍

得獎感受：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感謝我的班主任李少杰

老師，他教我們中文和普通話。比賽前，他對我還很有

信心，不斷地糾正我的讀音，他還出動了很多「秘密武

器」，令我的朗誦技巧能發揮得更好。

校長與第62屆香港學校際朗誦節得獎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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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好消息！學校的外籍英語老師

Mr Steve及3A班主任陳嘉慧老師分別在去年

誕下小寶寶。新生命的來臨為這兩個家庭帶

來無限的喜悅。

Hi, here is my newborn son. 
He was born on 24th April last year. 
His name is Archie. He is very cute 
and already has more hair than me. 
He smiles and laughs a lot which 
makes me smile and laugh too. He 
likes playing with his football so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eaching him 
how to play football when he is older. 
I have already got a football shirt for 
him. Can you guess which country it 
is?

Mr Steve
(NET)

　　嘩！好可愛啊！她們是陳嘉慧老師的孖女，左面是大孖卓琳，右面是細

孖芷琳。

　　不經不覺，她們差不多四個月大了。她們有不同的嗜好，大孖最喜歡打

功夫，而細孖則喜歡舔拳頭。

老師喜訊

4A      葉晧堃

榮獲    防火安全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小學組標語創作冠軍

得獎感受：今次能在「防火標語創作比賽」中得到冠軍，我覺得

很意想不到及興奮。這次能夠得獎，我要感謝宋春霞老師及我的

媽媽，因為宋老師教了我很多成語的用法，而媽媽則提示我怎樣

在標語裏運用成語，助我創作了「火火火，掉以輕心惹災禍；妥

妥妥，防範未燃靠你我」這則標語。我希望能透過這標語提高同

學們的防火意識，避免發生火災。

5A     黃家悅

榮獲  2010-2011年度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

　　  比賽小學組海報設計比賽冠軍

得獎感受：近年的新聞資訊顯示青少年吸食毒品有年輕化的趨勢。因此，我選擇了「反青少年吸食毒品」為題作畫。在

構思上，我主要想表達出毒品的禍害，包括會在健康、家人、學業及金錢方面造成損害。既然毒品好像魔爪一樣，一旦

吸食便難以擺脫，各位同學就切勿嘗試啊！能夠得到這個奬項，我特別要感謝范敬歡老師的教導及鼓勵。

比賽得獎感受

校長與「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港島

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防火安全海報標語

設計比賽」及「中西區滅罪宣傳創作比賽」得獎

學生合照

4A       林紫縈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50米蛙泳冠軍

得獎感受：回想起訓練時的艱辛及比賽中所承受的壓力，我深深

體會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同學們，請為自己的目

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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