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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校 訊
第二十九期

日期：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地址：上環普慶坊四十號

電話：2547 7575

網址：www.kcobaps2.edu.hk

校 長 的 話

　　十一月份和四十多位港島區校長，離港到湖南進行教育交

流，行程包括暢遊張家界的武陵玄。張家界地靈人傑、風景如

畫，身處山谷中，猶如置身仙境。唯兩天的旅程經歷，令我心情

沉重。不少的國內旅客，隨處拋掉垃圾，青翠的草坡上，佈滿栗

子殼及金橘皮，嚴重污染了美麗的大自然環境。更令人難以置

信的，就是山中一清貧老翁，為拾取缺德遊人拋掉的膠樽，天

天冒着生命危險，爬下張家界斗峭的山坡。那一幕真的驚心動魄，我唯有給老翁一些零用錢，勸告他

莫做危險的事。國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國民平均收入增加，但國民的質素有否提升？經過多次的觀

察，發覺很多國內的居民，皆有隨地拋棄廢物或吐痰的習慣。國家應加強環保教育，提升國民的環保

意識。本校一向重視環保教育，教導學生節約能源，實踐低碳生活。拯救地球，人人有責，過綠色的

生活，人人嚮往。環保的美德，應從小培養。希望將來重臨舊地，能目睹「零」污染的張家界！

　　為配合政府推行「國情教育」的政策，本年度學校將「同心．同根」跨境學習引入校本課程，全

體四年級學生於十月份往佛山進行交流，而本學年適值「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校方亦安排學生到

武漢考察，追蹤革命先賢的足跡。連串教育活動目的在加強學校對國情的認識，擴闊學生視野。

　　本年度上學期，在學校的策劃及安排下，學生參加了各項全方位及校外比賽，成績優異，獲得多

個獎項，例如蟬聯英詩集誦校際比賽冠軍、「社會共融」口號設計比賽冠亞軍、校際英詩獨誦比賽冠

軍、校際游泳比賽蛙式冠軍、校際田徑比賽60米冠軍等，同學表現出色，教師功不可沒，期望同學在

慶賀獲獎之餘，亦應謹記老師及父母對你們的栽培，常存感恩之心！

　　農曆新年將至，願新的一年各位同學的學業進步，各位家長、教師及校董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陳麗貞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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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國慶雙周的主題為「中國的少數民族」。透過跨學科形式的學習活動，加深學生對祖國少

數民族的認識，提高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李穎虹主任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會
絲綢之路圖片展

國慶雙周開幕升旗禮

國 慶雙周 (26.9.2011 - 7.10.2011)

科組 教學活動名稱 教學活動內容

公民教育科

1.國慶雙周開幕禮 活動：於早會時段進行升國旗、唱國歌儀式 

2.和諧共融齊創建 活動：於課堂進行有關民族融和討論活動

常識科 認識中國不同民族之分佈和生活習慣 活動：於課堂進行有關講座

中文科 細讀中國少數民族故事
活動：讀書報告(一至三年級)、 

           資料搜集及滙報(四至六年級)

英文科 中國少數民族名稱及居住地區名稱 活動：認識中國少數民族名稱及居住地區名稱

數學科 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 活動：統計中國少數民族人數 

普通話科 中國少數民族大搜查 活動：認識中國少數民族之普通話讀音

視藝科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齊創作

活動：絲綢之路圖片展(一至六年級)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填色比賽(一至三年級) 

　　　中國少數民族服飾設計比賽(四至六年級)

音樂科

1.中國少數民族音樂介紹 活動：認識中國少數民族音樂 

2.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會
活動：欣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演奏

年級：五、六年級

體育科 中國少數民族體育活動 活動：透過展板，介紹中國少數民族體育活動

圖書及

電腦認知科
齊來認識中國少數民族書展及問答比賽

活動：書展及網上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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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老師在十月份為學生設計一連串的萬聖節活動，如在英文課堂上學生會學習一些有關萬聖

節的風俗、詞彙彚及歌曲，並透過一些有趣的英語活動以鞏固所學的知識，讓小朋友享受節日的氣氛之

餘，亦能從愉快的環境中學習英語，提高學生對英文科的興趣及能力。

　　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全校英文科老師更與學生共同參與萬聖節時裝表演(Halloween Fashion 

Show)，學生們穿著了不同的萬聖節服飾，在欣賞萬聖節短劇的同時，更與外籍老師一起進行時裝表

演，展示他們穿著的萬聖節服飾，各具特色，為節日增添不少氣氛。

李穎虹主任

Halloween大使派發糖果給同學。同學們的表現十分投入、興奮

同學進行Fashion Show
大家都期待著Fashion Show的來臨

　　為培養學生對己、對人及對社會的關愛之情，建立自愛愛人的觀念，本校在本學年以「關愛滿校

園」為主題，進行跨學科課程統整。為了擴濶學生的視野，加強學生對該主題的認識，本校於十月及

十一月分別安排學生參觀香港海防博物館(三年級)及參觀香港濕地公園(四年級)，作全方位學習活動。

同學們於參觀時均用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及積極參與相關的學習活動，獲益良多！

黃嘉璧主任

萬 聖 節 英 語 活 動

三  年 級 及 四 年 級 跨 學 科 參 觀 活 動

同學在海防博物館觀察魚雷的構造 同學在海防博物館的大炮前合照

能夠到濕地公園探訪貝貝之家，同學都感到很興奮 濕地公園睡蓮的葉子形狀特別，同學們都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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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加學生對國家民化的認識，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本校四年級學生在十一月參加了由香
港教育局舉辦之「同根同心─嶺南文化」三天跨境交流活動。這次旅程，學生參觀了不少廣州及佛山
的名勝古跡，其中包括佛山祖廟、石灣公仔街、廣東省博物館、紅線女藝術中心、西關大屋及嶺南印
象園等。透過這次跨境交流活動，學生能夠從多角度認識嶺南藝術文化，例如：建築、粵劇、陶瓷及
木雕等，真是獲益良多。

潘偉強主任

同根同心: 國民教育活動系列之一

同根同心：嶺南藝術文化之旅 (17.11.2011 - 19.11.2011)

同學們遊覽了佛山祖廟

同學們參觀西關大屋，了解嶺南建築風格

同學遊覽佛山民間藝術研究社

在嶺南印象園，同學們製作了不少版畫

鄭見朗(4A)

　　在整個旅程中，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紅線女藝

術中心。我十分欣賞紅線

女 ， 她 把 生 命 貢 獻 給 粵

劇，並在世界各地進行了

不少推廣活動。她那永不

放棄的精神，值得我們敬

佩。

周俊熹(4B)

　　今次旅程，令我印象最難忘的

地方是廣東省博物館。因為那裏有

一些古代的化石，特別是恐龍化石

和 海 洋 生 物 的 化 石 ， 使 我 眼 界 大

開 。 三 天 的 旅 程 ， 多 謝 老 師 的 照

顧，我感到十分開心。

張星尉(4A)

　　在石灣公仔街，我認識了製作

陶瓷的方法和需要的工具，還欣賞

了精美的陶瓷。它們的造型維肖維

妙，栩栩如生。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系 列 之 一

文化之旅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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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瑞芬主任

參與國民教育領袖訓練的同學
完成課程，開心拍照留念

同學們蒙上眼睛進行活動，訓練
他們的膽量及對隊員的信賴

同學們到「香港老戰士之家」採訪
曾在抗日戰爭中當游擊隊的隊員

學生感想
陳芳婷 5A

　　我覺得此次的領袖訓練課
程包含著許多意義，可以提昇
自己的團隊精神、責任感等。
至於令我最深刻的，就是聽馮
伯講述抗日時期的辛酸史和自
救方法，我離開時還不忘和馮
伯這位抗日老戰士合照。這個
課 程 令 我 明 白 一 個 領 袖 的 素
質，實在獲益良多。希望明年
中心會再舉辦該活動，讓更多
人可以參與。

黃美琪 6C  

　　經過今次的領袖培訓訓練，我獲益良多。他們設計出來的遊戲目的是要我們透過遊戲學
會什麼叫做「合作性」，和當一個領袖，須具備的條件。

　　其中令我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回合的遊戲－「鱷魚潭」，這個遊戲主要講求合作性，其
次講求策略和平衡力，對於有一些比較衝動的人是沒法把遊戲完成的。所以當我和隊員開始
玩這個遊戲時，都有幾個人從磚上掉了下來，可能是他們不夠平衡力，也可能是太過心急了
吧。其實我玩完遊戲後，才學會一人不能完成一件事情，必須合作才成功。

　　其次，馮伯講述以前當遊擊隊及日本人攻陷中國時的情形，也令我印象難忘。從他的說
話裏可見得當時的生活是那麼困苦的，不像我們現在這麼幸福了。馮老伯最後還提醒我要珍
惜所擁有的東西。課程的尾聲是進行「走成長路」這個蒙眼遊戲，顧名思義，一定要有其他
人陪同走成長路，不能單獨走的。組長和隊員都有不同的義務和責任，只要隊長的指示是對
的，隊員就必須遵守，不能違抗指示，因為如果隊長的選擇正確，而你又不聽從，就有可能
自已走上了一條歪路了。

翟瑞芬主任

環保音樂劇(08.09.2011)

　　學校於去年度參加了由「綠色力量」舉辦的

「給極地朋友的信」比賽，並獲「學校最踴躍參與

獎」，獲得由DEER劇團到校演出＜北極熊大冒險

中英語音樂劇＞。一幕幕驚險刺激場面配合動聽的

原創音樂，二年級及三年級的同學們猶如伴隨著北

極熊一同經歷旅途中種種險阻，從而認識到世界各

地不同文化和學習環境保護的英文辭彙。

同學們都投入地觀看表
演，並與演員合作，一

起作出回應

環保講座(30.11.2011)

　　為提高學生對能源科技的認識，本校邀請「自

然足印」到校為小五及小六的學生舉行有關的講

座，題目為「能源科技及可持續發展」。透過講

解,學生對能源科技的發展有更深入的暸解。
透過講者詳細的講解，同
學們認識了再生能源的種

類及節能的方法等
學生積極舉手回答講者的提問

環  保 組 活 動

扮演北極熊的演員
走到台下演出，同

學們表現興奮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系 列 之 二

國民教育領袖訓練 (03.12.2011)  
　　五位小五及小六的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由國民教育中心舉辦的國民教育領袖訓練課程。
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反思國民素質對國家的重要性，對祖國的國情有更深入的瞭解，並引發學生
學習領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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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蓮主任

劇團人員協助同學製作皮影戲偶

劇團的總監親自教導同學裝嵌皮影戲偶

的技巧

李穎虹主任

同學們結伴遊玩，享受大自然

　　為配合五年級藝術綜合學習活動皮影戲的演出，本校除了於九月初邀
請香港偶影藝術中心到校表演皮影戲外，更於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辦為
期三天的皮影戲偶製作工作坊，由香港偶影藝術中心的團員親臨學校教授
同學製作皮影偶，同學從中學到不少設計及裝嵌皮影戲偶的技巧。

同學們以西遊記的故事為藍本，

創作皮影戲偶的角色造型
同學們用心繪畫自己設計的皮影戲偶

皮 影 戲 偶 製 作 工 作 坊

學 校 旅 行 學 習 日 (21.12.2011)  

　　為增加學生課外知識，認識大自然及舒展身心，本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舉

辦學校旅行學習日。當日校長、老師及一至六年級學生一同到達舂坎角泳灘，享受了愉快的一天。為

了加強學習效果，每位學生均獲派活動學習工作紙，學生須於活動後完成該學習工作紙並交回常識科

老師。

本校公益少年團亦於當日進行「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運動，在支持清潔香港之餘，

亦為「香港公益金」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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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和主任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中國鼓組成立於2009年，至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成立中國鼓組的目的，是讓學生實踐

「一生一體藝」，培養學生對敲擊音樂節奏的興趣，及提升個別學生的專注力。去年，中國鼓組於五十周年校慶文藝表演

中作首次的公開演出，獲得一致的好評。中國鼓組在本學年更首次有女學生參加，除了在家教會周年大會表演外，亦於10

月參加由香港中樂團主辦的「第九屆香港活力鼓令廿四式擂台賽(迎新組)」，雖然比賽經驗有限，但憑著導師悉心的教導，

學生努力不懈的練習，表現卻一鳴驚人，最後於比賽中榮獲殿軍，表現得到各方的肯定。在去年12月15日更獲金馬倫山獅

子會邀請，於喜來登酒店舉行的晚宴中作表演嘉賓，演出技驚四座，隨後更獲不同團體邀約演出。

中 國 鼓 組 簡 介

本校中國鼓組運用了小鼓、扁鼓比賽於香港文化中心廣場舉行, 當天天朗氣清, 場面十分熱鬧。

比賽後, 校長、老師及全體中國鼓組學生來一張大合照。

中國鼓組主要以第七及第十式進行比賽。 本校中國鼓組, 看次由男女生合作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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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鼓組學員心聲

劉婧雯   4A

　　最初加入中國鼓組的時候，我十分緊張，因

為我從沒有嘗試過打鼓。雖然我剛開始時常常打

錯，多虧龍老師耐心的教導，才使我打鼓的技術

越來越純熟。

　　在去年的十月，我校中國鼓組到尖沙咀文化

中心廣場參加「香港活力鼓令廿四式擂台賽」。

比賽前，我非常緊張，因為這是我加入以來首次

參加的比賽呢！我們得知自己得了殿軍，都很

開心。經過這次比賽後，我打鼓的技巧提升了不

少，我希望我們可以再做好一點，期望再次代表

學校中國鼓組比賽，為校爭光。

姚浚謙   5A

　　轉眼間，我參加學校的中國鼓隊已接近三年了。由開

始打小鼓到現在的花盆鼓，所經歷的過程和困難，加上從

各方面汲取的經驗，令我的鼓技增進不少，因此，我對這

項傳統藝術逐漸產生濃厚的興趣。每當手中的鼓槌跟著節

奏揮動時，那震撼的鼓聲，氣勢凌厲，激發每個隊員落力

演出。加入中國鼓隊後，我感到很開心，因為中國鼓隊增

加了我與隊員間的認識，從而建立友誼，練習時永遠都充

滿著快樂的笑聲。

　　我很想藉此機會，感謝龍文慧導師，她時常悉心地

教導我們，鞭策我們，提醒我們不要鬆懈，凡時要做到

最好；此外，又得到陳麗貞校長和梁家和主任的支持和鼓

勵，令整個中國鼓隊充滿了自信和勇氣，並能從挫折中學

習。最後，我希望日後的演出越來越進步，比賽還要一場

比一場更精彩。

楊皓霖   4A

　　半年前，我在梁家和老師的邀請下，加入

了中國鼓組。起初，我還以為打中國鼓是一件

簡單的事，不過，自參與中國鼓的練習後，才

知道要打好中國鼓，是非常困難的。不過，我

知道只要保持團隊的精神和專心聆聽龍老師的

教導，我便能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龍老師細心的教導和我們每星期不斷努

力的練習下，我除了成功打響了大鼓外，更能

配合全隊中國鼓隊，打出不同的鼓式，使我的

自信心都有所提升。日後，我希望嘗試打其他

類型的中國鼓，學習更多、更高難度的鼓式。

金馬倫山獅子會晚宴
學生演出心聲

黃威桓   5B

　　由於中國鼓組在公開比賽及家教會文藝匯演中有出色

的表現，因此獲校監邀請，出席由金馬倫山獅子會於喜來

登酒店舉行的晚宴的演出，我和中國鼓組都深感榮幸。

　　為了這次演出，我們在午休及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都

加緊練習，希望能於當晚發揮出最高的水準。今次是中國

鼓組首次於大型宴會中表演，所以當我到達酒店後，便非

常緊張。不過，經過多次以打鼓「口訣」練習後，我的心

情便安定下來了。最後，我們在眾賓客面前，以純熟的默

契及熟練的技巧，成功地把全套鼓式表演出來，全場都報

以如雷的掌聲，鼓勵我們。

　　經過這次表演，我明白到只要有信心，無論面對多麼

困難的事，我們都可以做到的。最後，我要感謝龍文慧導

師，要是沒有她悉心的指導，我們都不能表演成功。

我校中國鼓組在金馬倫山獅子會的晚宴中作表演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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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全體教師於十二月十二日到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參觀，與該校交流資訊科技教學方面的發展。

朱正賢小學在電子教學方面有出色的表現，獲教育局邀請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本校教師在該校

進行中、英、數科觀課，觀摩老師在課堂運用資訊科技來加強學生的互動學習，並由陳卓蓮校長帶領

參觀校舍，瞭解配合資訊科技發展的教學設施，並向我們講解該校於資訊科技教學的發展。

黃嘉璧主任

朱正賢小學陳卓蓮校長向本校教師講解該

校資訊科技教學的發展 兩校數學科教師於觀課後進行教學交流

本校教師參觀朱正賢小學的電子教學設備

本校全體教師與朱正賢小學陳卓蓮校長及老師合照

　　本年度本校的數學科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內地優秀數學老

師莫裕雄老師除了就學校的學與教發展，跟三年級及五年級的數學科老師進行共同備課和課堂觀課

外，更以「應用題的解題策略」為主題，為全體數學教師進行專業發展工作坊以及示範課，跟他們分

享相關教學經驗。

黃嘉璧主任內地數學老師工作坊及示範課

內地優秀數學老師莫裕雄老師主持教師工作坊
莫老師在5C班進行數學示範課

教 師 發 展 篇 之 一

教師發展日(12.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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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及校本課程之發展重點，中文科及英文科
已在上學期11月分別進行了各一次的教研課，科組以共同備課、集體觀課及課後評課為平台，讓教師
進行教學觀摩及交流。

黃嘉璧主任中文科、英文科教研活動

中文科、英文科之教研級別及重點：

日期 科目 教研級別 教研重點

29-11-2011 中國語文 J2 如何運用小班優勢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28-11-2011 英國語文 J5 照顧學習差異

中文科集體觀課(2C) 中文科集體觀課後的評課會議

英文科集體觀課(5A)
英文科集體觀課後的評課會議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英文組一級項目主任(英文)郭敬怡女士於去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到訪本校，除於早

會觀看本校英文閱讀分享及到1Ｃ班觀課外，更與本校英文科主任就本校英文科的課程發展、共同備課

觀課的文化、階段銜接、 評估、 活動等作詳盡交流；郭女士更給予了寶貴的意見。今後本校英文科組

會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作更緊密的聯繫，以令本校英文科的課程力臻完善。

李穎虹主任

教 師 發 展 篇 之 二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項目主任到訪本校 (8.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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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從2009年開始參加由衛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目的是透過參與此計劃，推動本

校制定及執行的健康飲食政策，建立有利於健康飲食的學習環境，培育和強化學生的良好飲食習慣。

本校於2011年度獲認證，成為「至營學校」(全港暫時只有22間學校獲得認證)。

　　學校在本年度更獲香港衛生署邀請，於2011年9月27日接待新加坡衛生署官員到訪，以了解本校在

推動健康飲食政策、推行健康飲食活動、監察學校午膳及監察學校小食部等各項工作。

袁國偉主任新加坡衛生署官員到訪(27.9. 2011)

校長、副校長與新加坡及香港衞生署
官員拍照留念

校長分享本校推行健康飲食的情況 學生代表歐思哲同學分享本校推行健
康飲食的情況

校長、副校長、家長代表、學生代表與新加坡
及香港衞生署官員一同進食健康午膳

校長帶領新加坡及香港衞生署官員參觀
學生午膳情況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無錫教育考察團蒞臨本校進行交流活動，是次交流主要是探討香港小學的管

理與組織的範疇。當天，陳麗貞校長、胡國柱主任及翟瑞芬主任分別為無錫教育考察團之校長及教師

介紹了各項有關學校管理、行政事務的安排，以及校本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

　　分享的形式中除了以研討會直接講解外，亦安排了交流及答問環節，彼此在輕鬆歡悅的氣氛下，

分享及交流了香港及內地小學有關管理與組織範疇的現况與心得。兩地的校長及教師於是次的交流活

動中持着開放接納的胸襟，積極聆聽，樂意與人分享的態度，大家各取所長，結成夥伴。

林淑芳副校長無錫教育考察團訪校(14.12. 2011)

陳麗貞校長為來賓講解學校

行政事務的安排

胡國柱主任為來賓介紹校園設施 無錫教育考察團到校留影

教 育 團 體 到 訪 本 校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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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雙週 中國各地少數民族服飾
設計比賽(四至六年級組)」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六年級組

譚寶琳 6A 冠軍

區海欣 6C 亞軍

黃家悅 6A 季軍

何柏瑤 6A 優異獎

譚穎妍 6C 優異獎

余芷欣 6C 優異獎

程心怡 6A 優異獎

伍倩雯 6B 優異獎

張雪婷 6C 優異獎

呂仰泰 6B 優異獎

阮卓盈 6B 優異獎

姚婷議 6A 優異獎

樊莉盈 6C 優異獎

五年級

姚浚謙 5A 冠軍

徐諾睎 5A 亞軍

林曉婷 5A
季軍

黃國鴻 5A

陳晴亮 5C 優異獎

曾卓棱 5A 優異獎

范綽恩 5B 優異獎

章嘉穎 5A 優異獎

衞珀僖 5A 優異獎

麥健朗 5B 優異獎

黃威桓 5B 優異獎

鄺天証 5C 優異獎

四年級組

楊皓霖 4A 冠軍

阮卓琳 4A 亞軍

高嘉怡 4A 季軍

陳芍匡 4B 優異獎

謝宛珊 4B 優異獎

陳家俊 4B 優異獎

陳穎霖 4A 優異獎

曹譽璋 4A 優異獎

李鈞浩 4B 優異獎

劉柏廉 4A 優異獎

主辦單位：視藝組

「教協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級組

顧善如 2A 冠軍

謝家齊 1C 亞軍

劉　廷 2C 季軍

中級組

何潔瑩 3A 冠軍

胡喜童 3A 亞軍

謝宛珊 4B 季軍

初級組

姚浚謙 5A 冠軍

徐　洋 6C 亞軍

何柏瑤 6A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教協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級組

胡澧言 2B 冠軍

謝濠鑫 1B 亞軍

張穎妍 1A 季軍

中級組

胡志康 3A 冠軍

何潔瑩 3A 亞軍

譚俊杰 4A 季軍

高級組 姚浚謙 5A 冠軍

姚婷議 6A 亞軍

伍倩雯 6B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硬筆
書法家協會

「智力趣味數學大考驗」比賽

班別 姓名

4A 黎嘉駿

4B 楊梓駿

4C 鄭映彤

5A 曾祉龍

5B 余詠芝

5C 江文浩

6A 劉浩華

6B 藍恆健

6C 徐　洋

主辦單位：圖書科及數學科

校 內 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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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嶺南盃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
套拳或搏擊邀請賽」

姓名 班別 獎項

鄭見朗 4A 季軍

黎嘉駿 4A 季軍

Sameer 5B 亞軍

楊玟軒 5A 季軍

鄭恩蕎 6A 冠軍(獎盃)

藍恆健 6B 季軍

余芷欣 6C 季軍

黃子成 6B 季軍

主辦單位：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甲組 黃瀞嬉 6Ｂ 60米(冠軍)

男子甲組 張振輝 5B 擲壘球(季軍)

男子乙組 曾祉龍 5A 60米(殿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中西區機械人設計比賽2011」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李天佑 4A

亞軍譚俊杰 4A

曾祉龍 5A

小學組

梁浩軒 6C

季軍劉浩華 6A

鄧皓仁 6A

主辦單位：中西區推廣使用
         資訊科技委員會

「疫苗與你全港小學生海報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黃家悅 6A 優異獎

主辦單位：香港醫學博物館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甲組 林紫縈 5A

100米蛙泳
(冠軍)

50米蛙泳
(亞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港島西區小學分會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甲組 林紫縈 5A
4 x 50米
四式接力

(亞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甲組
(女子)

黃瀞嬉 6B 
100米(亞軍)
60米(季軍)
200米(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麥當奴兒童愛心馬拉松2011之

學界精英一英里」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甲組

(女子)

黃瀞嬉 6B

冠軍

獎杯及

獎金$800

黃瀞慧 6A

亞軍

獎杯及

獎金$600

主辦單位：麥當奴

校 外 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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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城區幼童軍主席盃比賽2011」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港島
第一一五五旅

A團

歐思哲 5A

季軍

黃俊燊 5C

楊玟軒 5A

余平江 5A

陳芳婷 5A

葉皓晴 5A

梁巧欣 5A

江杰文 5C

主辦單位：維多利亞城區區務委員會

「2011第三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生
組別

胡志聰 6A 優秀小學生獎

主辦單位：香島教育機構公司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英文集誦 (冠軍)

四至六年級組

英文集誦 (優良獎狀)

一至三年級組

英文獨誦 (亞軍)

班級 學生姓名

2A 李  灝

英文獨誦 (季軍)

班級 學生姓名

3A 胡志康

5A 歐思哲

6A 譚寶琳

英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鄧雋文

1A 張迦晞

1B 李浩宏

1B 陳舜匡

1B 田中岳

1B 林曉敏

1C 郁焯詠

1C 吳炫樺

2A 鄭曉琳

2B 黃瀚琛

2B 梁巧怡

英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2B 何諾晴

2C 梁錦茵

3A 方進宏

3A 吳朗翹

3A 謝元泰

3B 鍾禮賢

3B 余雅德

3C 林浩銘

3C Cristian

4A 李天佑

4A 何栢堅

4B 林政熹

4B 陳芍匡

4C 侯熙懷

4C 何家輝

5A 葉皓晴

5A 林紫縈

5A 劉應源

5B 崔珈軒

5B 麥健朗

5C 李益津

5C 江杰文

6A 王曉樂

6A 蔡希雯

6A 姚婷議

6A 吳子荍

英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6A 阮芷殷

6C 黎應蓉

6C 何欣霞

英文獨誦 (良好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5A 吳浩霖

6A 陳梓軒

6B 陳展霆

6B 霍顥然

中文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B 侯文津

1B 岑家謙

1C 沈　仙

1C 黃清逸

2A 楊雅楠

2A 劉卓榮

2B 陳冠誠

3A 何潔瑩

3A 陳子蓁

3A 麥逸軒

3B 陳顥元

3B 黃筱茹

3B 鄭家盛

中文獨誦
(良好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鄺浩然

1B 陳耀昇

2B 謝汶芸

2C 龔厚伊

3C 潘慧芸

普通話集誦 
 (良好獎狀)

一、二年級組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顏禧文

1A 陳鎣熙

1B 林曉敏

2A 吳堯炫

2A 林　熙

2A 侯熙弘

2C 侯蔚誼

2C 郭嘉頤

3A 胡喜童

3A 呂嘉珩

3C 黃美薇

3C 胡錫林

校 外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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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4A 劉婧雯

4A 譚寶榆

  4A 高嘉怡

4B 麥俊昊

4B 陳瑩少

4C 陳詠琳

4C 布睿莛

5A 余平江

5A 衞珀僖

5A 姚浚謙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5A 章嘉穎

5A 梁巧欣

5B 練沁銓

5B 范綽恩

5B 劉  凱

5B 黃威桓

5C 陳思湉

5C 林  瓏

5C 關芷柔

6A 孫佳晨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6A 王曉樂

6A 何柏瑤

6A 麥家穎

6B 蘇曉俊

6B 譚睿敏

6C 黎應蓉

6C 何欣霞

6C 張雪婷

6C 區海欣

普通話獨誦 
(良好獎狀)

班級 學生姓名

1A 莊星凱

1C 謝家齊

2B 黃瀚琛

3B 江梓茵

3B 陳麗璿

4B 陳紫晴

4B 李泓浩

4C 梁鍚祺

4C 吳梓謙

5A 梁樹基

5B 孔德文

5C 傅凱琦

6A 葉勁霆

6A 區志榮

6B 陳展霆

6B 李煒濱

6B 徐楚晴
得 獎 感 受

6A     鄭恩蕎

榮獲  「第六屆嶺南盃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套拳或

搏擊邀請賽 冠軍

得獎感受：當日在決賽完結，裁判宣佈我勝出時，

我緊握拳頭興奮得跳起來，真想不到能獲得冠軍。

因為在初賽時，看見對手的實力頗強，當時我心裏

有點害怕，怕會輸給她，但最後我都傾盡全力，最

終都勝了這位對手。在訓練的過程中，我會學會了

訓練雖然艱苦，但也不能輕易放棄，因為我相信只

要凡事肯練習，總會有一天會成功的。我想多謝黃

志成教練及羅嘉慧導師，他們在我遇到挫折時都會

鼓勵我，支持我，令我得以重新振作。

5A     林紫縈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100米蛙泳(冠軍) 50米蛙泳(亞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4 X 50米四式接力(亞軍)

得獎感受：獲得這個獎項時，我很開心，因為我終於明白

到一直以來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在開始訓練時，我的

速度就如「龜兔賽跑」故事中的「小龜」一樣，經過長年

累月的練習後，每次都有少許的進步，結果我現在的速度

已經可以追上「小兔」了。我在比賽的經驗中，深切體會

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這次得獎， 我想衷心

感謝校長，老師，同學，家人和教練。他們一直以來對我

都十分關心和支持。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校 外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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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歡老師　李可欣老師

　　正當漫畫《海賊王one piece》進入「新世界編」時，我范敬歡老

師和李可欣老師的人生也揭開了新的一頁──我們結婚了！

　　或許大家會感到有丁點驚訝，但有趣的是人生本來就是需要多一

點喜出望外的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也希望我們能把幸福與快

樂跟你們一同分享。

得 獎 感 受

6B   　　 黃瀞瀞瀞瀞嬉

　榮獲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60米(冠軍)

　　　 「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比賽」100米(亞軍) 60米(季軍) 200米(季軍)

　　　 「麥當奴兒童愛心馬拉松2011之學界精英一英里」冠軍獎杯及獎金$800

得獎感受：我覺得這數次的比賽成績,都只是僥倖而已，因為在時間上均未能有顯著的突破。雖然每次訓練都非常辛苦，往

往令我汗流浹背，不過我認為這都是值得的。下次我一定會再接再厲，奪取更好的成績，為學校爭光。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學會了只要堅持不懈地練習，便能取得更好的成果。希望同學們也能夠擁有一股永不放棄的精神，不斷向新目標進發，

最終達成願望。在此我想感謝葉教練,學校體育科的袁老師，是他們引領我邁向不同的新目標，爭取更理想的成績。

6B   　　 陳振邦

　榮獲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高級組) 冠軍

得獎感受：我為自己感到光榮和自豪，因為我們能夠代表學

校出外比賽，更取得佳績，為學校爭光，為母校帶來貢獻。

在訓練過程中，我學會了更多英文說話的技巧，還能從中鍛

煉到自己的膽量。在此我想跟同學說聲:「謝謝!」，在訓練

中，當我每一次遇到困難時，他們都會鼓勵和安慰我，更會

幫助我，所以我真的很想跟他們說聲:「謝謝!」而我最想感

謝的人，就是一直培訓我們的人－袁太。她一直以來，都悉

心地教導我們，如果沒有她，我想我們沒有可能會有今天的

卓越佳績呢!

6B　　　黃俊燊

　榮獲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高級組) 

　　　　冠軍

得獎感受：能與同學一起獲得這個獎項，我覺得很開

心，因為能夠代表學校去比賽，而且獲得佳績，我實在

覺得很榮幸。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學會了朗誦時要有節

奏感，全程投入，把想像中美好的事物演繹出來。我想

感謝李穎虹老師，因為是她安排我進入這個英語集誦組

的，好讓我能發揮我的才能。 我還要感謝袁太，因為她

很有耐心地教導我們，令我們拿到這項榮譽。

       I'm so glad to tell you all that I got married on the 3rd of December 2011 

to my fiancée Stacey Cherny,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nearly six years. We had 

the traditional tea ceremony in the morning, to show our respect to our parents, 

uncles and aunties, followed by the wedding and banquet in the evening.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for sharing these memorable 

moments with us.

                                                          Miss Cheng Pui Ling

　　喜事 停不了！英小二校又有「喜」了。鄭佩玲老師、范敬歡老師和李可欣老師分別於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在大

家的祝福下結婚了。當中范敬歡老師和李可欣老師同是我校的老師，在英小二校這塊福地開花結果，希望兩對新人快快為

英小二校帶來更多的喜訊。

翟瑞芬主任老 師 喜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