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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暑期天	
轉瞬間一個學年快將完結，大家期盼已久的暑假將至，同學們是否已經計劃了一個豐富多彩的

暑假呢 ?千萬不要讓光陰白白流逝啊 !

要暑假過得充實，將暑假變得「火紅」的，做運動是不錯的選擇。暑假的日子訂立做運動的計

劃，鍛鍊身體，從小培養持續做運動的習慣。同學可以趁今年參加老師推介的「SportACT夏日

動感挑戰」計劃，也可以留意康文署主辦的「全民運動日」的資訊，免費參與康樂活動，使用康樂

設施，就正如全民運動日之口號「日日運動半個鐘，強身健體人輕鬆」，透

過定時多做運動，令肌肉得以舒展，有助舒緩學習壓力，在享受做運

動之餘，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愉快的暑假生活也可以是「綠色」的。別慣性躲在家中，

只顧沈迷電子遊戲。假期的日子裏，你可以與家人走進大自

然，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可以到郊野公園走走吧！郊野公園

裏有自然教育徑，漁護署在各自然教育徑沿途均裝設解說牌，	

以助遊人認識郊野的動植物和各類生態。喜歡運用資訊科技

的你，就可以嘗試使用漁護署推出的【郊野公園樹木研習徑】

流動應用程式，當中介紹了常見的九十六種樹木及其他有趣的植

物。此外，有些郊公園更設立野外研習園、蝴蝶園及生態園，	園內

吸引了不少雀鳥、蝴蝶及蜻蜓等野生生物，那你們一家就可以透過親身

接觸，欣賞到大自然的美景，發掘大自然的樂趣	。

同學們別忘記為暑假生活添上「藍色」的色彩。藍色是天空的顏色，在六頂帽子思考法中是有

縱觀大局的思維。戴上藍帽子，讓我們能夠制定計畫，觀察和做結論，決定下一步。所以當同學安

排暑期活動之餘，亦要預留時間為下學年升班作好準備。除了整理新課本及備課外，也要檢視自己

在學習上或待人處事上的強弱項，透過總結經驗，查找不足，持續發展強項，改善弱項，把好的方

法轉移到其他較需要改善的範疇上。

個半月後，暑假完結，期待着看見同學們變得高高的，變得壯壯的，再回到校園，那我就知大

家的暑假生活，一定是豐富多彩的暑假生活 !	

林淑芳校長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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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樂高機械人創作大賽

本校成功申請教育局Wifi	900 計劃，將於 2015-2016 年度進
一步添置電子學習設備及擴展學校的電子學習課程。

2014-2015 學年，各科運用平板電腦進行移動學習活動，包括
視藝科「雕塑漫遊」、常識科「榕樹全接觸」、「認識我們的花圃」、
數學科及體育科「數學遊蹤」等。

除了電腦科「電子書計劃」外，各科教師透過共同備課，於
J.1-J.6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設計了 18個電子學習課單元，共進行
了54次的電子學習課堂。此外，視藝科運用平板電腦及軟件進行「數
碼藝術家」創作、音樂科運用平板電腦及程式Phrase	Notes 讓學
生創作四至八小節旋律，學習各種作曲方法並編輯作品。

子 習學電

電子學習課堂 ( 數學 )

數學科「數學遊蹤」移動學習

電子學習課堂 ( 英文 )

音樂科
「Phrase Notes 歌曲創作」

常識科「榕樹全接觸」移動學習

視藝科「雕塑漫遊」
移動學習

「認識我們的花圃」
移動學習

電子學習
課堂 (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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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璧主任				

本學年四、五、六年級分別以「關愛」、「尊重」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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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安排四年級學生參觀香港濕地公園，加強同學對大自然的關
心和愛護；五、六年級學生參與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互動劇場－「班
長大王」，以教育小朋友以正確態度對待身邊的同學；六年級學生
則參觀無國界義工有機農莊，讓同學明白食物得來不易，要珍惜及
感恩。

程學 課科跨 動活下學期

五、六年級學生欣賞平機會互動劇場

視藝科「雕塑漫遊」
移動學習

電子學習
課堂 ( 中文 )

四年級學生參觀香港濕地公園，認識大自然。

六年級學生參加無國界義工
有機農莊活動，體驗農耕生活 3



運校聯

梁亮老師
本校於本年四月十七日 ( 星期五 ) 假灣仔運動場，

舉辦「第八屆聯校運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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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參加親
子競技的家長十分踴躍。在各位老師、家長義工的通力
合作下，比賽順利完成。最後由主禮嘉賓鄭文容醫生及
眾嘉賓頒發獎牌及獎盃予各個項目的優勝者。	

會動

參賽運動員全力以赴，

積極投入比賽
家長和同學一起參與
親子競技活動

李傑之校監致歡迎辭

參賽運動員都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師生接力賽勇奪冠軍
林育鋒老師、林翠瑩老師、
6B 張日朗、6A 蘇慧婷

五年級最佳運動員獎

六年級最佳運動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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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專 習研

六年級專題研習演示會 (27.1.2015)
主題 : 美滿人生  常存感恩

組別 指導老師 研習題目 積極參與獎

第一組 張惠蓮 來自星星的你 梁鈺佳 6C 胡喜童 6A

第二組 黃				河 看出不一樣的世界 李承睿 6C 梁浩鉦 6C

第三組 鄧韋琪 快樂秘密 黃郁雯 6A 蕭蔚敏 6B

第四組 翁濱濱 感恩樹 翁子康 6C 何潔瑩 6A

第五組 梁家和 明日世界終結時 朱俊瑋 6C 張帥宁 6B

第六組 梁				亮 養兒育女 100	Fun 李明馳 6B 陳子蓁 6A

	最佳書面報告獎
第二組 (黃		河老師 )

演示會最佳演繹獎

五年級專題研習演示會 (28.1.2015)
主題 : 尊重建和諧

組別 指導老師 研習題目 積極參與獎

第一組 許文星 尋找長者的故事 鄭　彬 5A 張悅心 5A

第二組 黃嘉璧 我的南亞裔鄰居 鄭宇彤 5C 許駿勝 5A

第三組 李穎虹 創意齊分享 ? 黃煒鳴 5B 區凱琦 5A

第四組 林育鋒 尊重動物，保護生命 林			熙 5A 何嘉恩 5A

第五組 范				星 向你們致敬 方淦森 5A 何諾晴 5C

第六組 林翠瑩 「殘」而不「廢」生命勇士 劉			廷 5A 陳浩昇 5A

第七組 翟瑞芬 男女平等？ 李			灝 5A 梁巧怡 5B

	最佳書面報告獎
第一組 (許文星老師 )

演示會最佳演繹獎

學生們進行「腦激盪」，

訂定研習題目。

五年級學生進行「六頂帽子思考法」思維技巧工作坊。

五年級學生到荷李活道公園
進行訪問活動，搜集資料。

六年級學生到香港海防博物館進行實地考察。

學生以活潑的話劇
形式分享研習成果

學生於匯報研習成果時，到台下訪問家長的意見。

翟瑞芬主任
為讓家長更了解學校日常課堂教學的實際情

況，使其能親身體驗子女的學習經歷及加深了解子
女的學習進度，本校特於三月份安排家長觀課活
動，邀請了一至四年級家長參與觀課。
一至三年級之觀課科目為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四年級為普通話教授中文
課。是次觀課活動，家長反應踴躍，反
映本校家長十分關心子女在校內的學習
情況。家長於觀課後也就所觀科目填寫
問卷，給予正面的評價。

觀長家 課 一年級家長觀課
二年級家長觀課

三年級家長觀課

四年級家長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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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恩」作為研習的子題。
各組就不同的範疇，如男女平等、種族文化、殘障人
士及戰爭歷史等自訂研習題目。透過資料搜集、實地
考察、問卷調查、資料分析及整理等等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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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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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瑞芬主任、陳景康老師

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及校本課程之發展重點，每學年定期進行四次
教研課，各科組以共同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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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教學的效能。下學期進行了 2次的教研課，教
研的重點如下：

師 業專教 發展

日期 科目 教研級別 教研重點 任教老師
23-03-2015	 中文 J.3A 創意思維

電子學習
梁家和

30-04-2015 公民教育 J.6A 生命教育 陳景康

教研課

學生上中文教研課時學習感官寫作方法

老師跟同學們分享和反思活動經歷

許文星老師

本校數學科老師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獲教
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邀請，於「以行求知	
–	從理解學習到深化學習」分享會中與本港各
校老師作教學經驗的分享。

分享會上，本校老師總結了本校過去三年
數學校本課程發展的重點，分享了多種的教學
策略與活動，並輔以多樣化的學習實例，彰顯
驗證為本的教學果效。當天本校數學老師與與
會者在學與教的範疇上作出了深入的交流，探
討了數學科教學的新路向，為教師的專業發展
注入了正能量。

數學科校外分享

林校長、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周偉志
先生與本校數學科老師於分享會後合照。

與會老師在課題上作出了熱烈的討論及分享。

中文及公民教育科老師分別於
課後進行評課會議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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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二十五名公益少年團團員應邀參加教育局於四月
二十五日舉辦之健康生活教育日營，活動主題為「尊重包容盡
本份、關愛共融建社群」。當天學生透過紀律訓練、競技比賽
及體驗活動，與各友校同學交流，學習如何關愛他人、包容接
納和互相幫助。團員表現積極投入，秩序良好，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本校於活動中獲得中西區亞軍，希望團員能繼續踴躍參
與其他公益活動，樂於服務他人。

生
團

康健
年

教活
公益少

日營育

領袖和學生一起設計團呼及動作

本校於是次比賽中獲得亞軍！

 
全體團員齊唱公益少年團團歌

同學合力協助「失明」和「失去雙臂」
的隊員過河

訓 獎輔 日營勵

李可欣老師

為獎勵課堂表現有所提升的學生及積極參與服務的服
務生，本校特於六月十五日舉行獎勵日營活動。二至六年
級共五十位同學在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度過了難忘的一
天。

潘偉強主任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做小手工

同學們大合照

同學們進行球類活動

同學們正在玩足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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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保環 動 「Bag Up地球」
活動

陳嘉慧老師
《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已於本年四月一日

正式實施，收費覆蓋了全港所有零售商，以及所有含
塑膠成分的購物袋，包括不織布袋、平口膠袋、含塑
膠成分的紙袋等。本校環保組為了配合這項收費計劃，
參加了綠色力量舉辦的「Bag	Up 地球」活動，招募
本校學生成為「“Bag”	Up大使」，攜手為香港減廢。
透過此次活動，期望同學齊來用行動愛地球，建立低
碳生活的習慣。

「熄燈一小時」
活動

「熄燈一小時」是全球最大型
的集體環保行動，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希望各界承諾關燈及支持使
用綠色能源。而本校已於本年三月
二十七日舉行此次活動，全校課室在
午膳及午休期間關燈一小時。透過此次活動，期望同學
為減緩氣候變化出一分力，建立可持續的生活模式。

「Dialogue with Bag Man」劇場。

學生明白到減少使用膠袋的重要，並承諾自備購物袋。

本校高、低年級的同學們在午膳時支持關燈一小時的活動

袁國偉主任

眨眼間六年級的同學快要畢業，學校特別為六
年級同學於五月二十七日
至二十九日舉辦畢業教育
營，地點是西貢戶外康樂
中心。在營內，同學們除
了參加升中生活適應課程
外，還參加了營內定向、
鬥智鬥力大比拼及天才表演
等活動，讓他們在畢業前留
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年 畢級六 業營

同學們積極參與各項營地活動
同學們參加升中生活適應課程，為升中做好準備

六年級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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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蓮老師
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種類的藝術，本校於試後舉辦了「藝術雙周」。節目內容豐富：戲

劇方面，有小不點創作的《幸福辦館》戲偶互動劇場、夢飛行合家歡劇團的《差利勇闖彩色世界》話劇、
iStage 劇團的《美人魚之手》話劇和五年級跨學科綜合學習活動──皮影戲；音樂方面，有學校室樂
表演計劃的《Viva	Pipers	非凡管樂派》管樂五重奏、本校手鐘隊和口風琴隊的午間音樂會，以及普通
話兒歌比賽；舞蹈方面，有一年級綜合藝術活動──《動物嘉年華》。期望透過一連串的藝術活動，培
養同學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術 周雙藝

《美人魚之手》話劇

《差利勇闖彩色世界》話劇

《三借芭蕉扇》皮影戲

《幸福辦館》戲偶互動劇場

《動物嘉年華》綜合藝術表演
普通話兒歌比賽

午間音樂會(口風琴) 午間音樂會(手鐘隊)

六年級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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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康慈老師
世界閱讀周於本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舉行，為

了使同學更能享受閱讀、分享閱讀，我們安排了一連
串活動讓同學參予。「聽老師同學講故事」、「好文章，
齊閱讀」提昇同學對閱讀的興趣；「我和菜姨姨有個
約會」帶領同學用另一個角度欣賞繪本；「天天閱讀
天天進步」鼓勵同學多閱讀；「閱讀心聲齊分享」刺
激同學多思考；「好書一齊讀」讓同學感受閱讀的閒靜，
從而使同學成為一個懂思考的「讀書人」。

菜姨姨刺激同學的創意思維

老師與同學分享有趣書籍

家長和子女一起享受閱讀

閱讀小攤位活動

界 讀閱世 周

同學們沉醉在書海中

李穎虹老師
本校於本年六月十九日進行了英語日活動。在這次

活動中，同學需運用不同的英語知識及創意挑戰十六款
不同的攤位遊戲。同學們都能投入地參與當天的活動。
希望透過語言環境的建立，讓學生多運用英語，建立
運用英語的能力和信心。

語日英

無論各年級的同學及英語大使，都能投入地參與當天的活動。

同學運用不同的英語知識 挑戰十六款不同的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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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欣倩老師
本校積極發展科學學習，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科學活動。本學期，

我校派出六位五、六年級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了由教育局、香港教育城等
合辦的第十八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比賽，我們的科學探
究成果獲得了嘉許獎。在是次比賽中，我們透過檢驗三種水果果皮 (西

瓜皮、柚子皮和橙皮 ) 的不同營養
價值，建議一些善用果皮的食譜，
響應「源頭減廢」，提高人們珍
惜食物的意識，帶出物盡其用的概
念，支持環保。

常 百識 搭

同學們賽前精神滿滿，預備展示成果

準備實驗材料

無論各年級的同學及英語大使，都能投入地參與當天的活動。

本校同學與其他學校的同學進行交流

黃佩儀老師
為啟迪學生思考和培養科學的探究精神，本年度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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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觀察、分析、歸納、推敲等，學習過程充滿樂趣，學生主動投入，認真思考與討
論，希望把科探精神延續下去。

技 習學科 日

一年級－紙張的奧妙 四年級－船隻不沉沒之謎  

三年級－保溫瓶 六年級－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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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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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學校開放日於六月廿八日 (星期日 ) 舉行，主題是「I	CARE」。當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至十時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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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會長林仲岷先生及教育局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 (中西南 )劉美芳女士。當日之表演節目有普通話獨誦、英語獨誦、健體操、合唱團及敲擊樂和管弦樂
表演。典禮完畢，隨即開始創意教學、電子學習、國情教育、環保教育、專題研習及「I	CARE」跨學科學生課
業作品展，並配以創意教學、電子學習及「I	CARE」攤位遊戲，供各界人士參觀及參與。當天到校參觀的家長
及同學眾多，場面十分熱鬧。

年 日華嘉

各位嘉賓為開放日主持開幕禮剪綵儀式

敲擊樂及管弦樂演奏

學校服務大使向嘉賓介紹同學的課業

合唱團

嘉賓們參觀課業展覽

英語獨誦

健體操

普通話獨誦

「I CARE」 暨
學 學科跨 生 業 品作課 展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度  聯校畢業頒獎禮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領獎生名單

黃嘉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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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們我

英皇書院同學會獎學金： 
李明馳 (6B) 鄭彬  (5A)

英皇書院同學會鑽禧紀念獎學金： 
六年級： 翁子康 (6C) 五年級：	陳浩昇 (5A) 
四年級：	余平谷 (4C) 三年級： 陳雅慧 (3C) 
二年級： 袁天富 (2B)   一年級： 鄔勝優 (1A)

HKSAR Chief Executive  
C Y Leung Award for Excellence  :  	
林熙  (5A)   鄭洛謙 (5A)

簡浩秋獎學金： 
胡喜童 (6A) 方淦森 (5A) 利昊謙 (4B)    
譚梓聰 (3C) 李峻宇 (2A) 吳鎧祥 (1A)

李佩芳紀念獎學金： 
陳偲朗 (6A)   李灝 (5A)   鄺浩然 (4B)   
盧子聰 (3A)   謝安泰 (2A) 梁珈齊 (1A)

陳盧麗屏紀念獎學金 ：	
謝元泰 (6A) 張悅心 (5A)

麥美倫獎學金：	
胡志康 (6A)

項獎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 中西區

姓名 班別 獎項

李明馳 6B 急轉彎冠軍

陳偲朗 6A

朱俊瑋 6C

李明馳 6B 創意解難冠軍

陳偲朗 6A

朱俊瑋 6C 智多星季軍

李明馳 6B 全場冠軍

陳偲朗 6A

朱俊瑋 6C

主辦單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及培英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友校接力賽 2014-2015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組

廖正熹 6B

4X100 米接力季軍
張日朗 6B

朱俊瑋 6C

林翊洋 4A

主辦單位：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年級
中國舞組

羅雅娸 1B

甲級獎

林沚柔 1B
林影彤 1C
鄭貝怡 1C
劉萃莊 1C
文宣叡 1C
余尚熹 2A
黃曉晴 3A
區洛瑤 3B
陳念榆 3A
施阮珺 3B
趙紫暉 3C
張語桐 4B
李宇銦 4C
李思慧 5B
陳樂翹 5C
黃美薇 6A

主辦單位： 
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康樂文化事務署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全港

何潔瑩 6A

中級
( 粉橙色徽章 )

黃筱茹 6C

朱俊瑋 6C

方淦森 5A

吳堯炫 5A

趙晟喆 5B

梁巧怡 5B

黃家麒 5B

胡喜童 6A 高級 ( 粉紫色徽章 )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敲擊樂及管弦樂演奏

普通話獨誦

陳麗貞獎學金：  
蕭栢言 (6A)  趙晟喆 (5B)   李欣怡 (4A)   
廖展禾 (3B)  余尚熹 (2A)   梁順喆 (1B)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何潔瑩 (6A)   蘇慧婷 (6A)   朱俊瑋 (6C)   
陳洛慧 (5B)   李思慧 (5B)  楊雅楠 (5C)  
鄭天昀 (5C)   鄭嘉榕 (4B)   區洛瑤 (3B)   
鄺胤延 (2C)   張芷嵐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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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成績優異獎 : ( 上下學期總成績 )	
第一名 :		  
李明馳 (6B) 鄭彬 (5A) 鄺浩然 (4B) 
盧子聰 (3A) 袁天富 (2B) 鄔勝優 (1A)

第二名 : 
胡喜童 (6A) 李灝 (5A) 利昊謙 (4B) 
陳雅慧 (3C)    李峻宇 (2A)    吳鎧祥 (1A)  

第三名 :	
翁子康 (6C) 林熙 (5A) 余平谷 (4C) 
譚梓聰 (3C) 何冠聰 (2C) 洪智皓 (1C)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4-2015

姓名 班別

方進宏 6A

主辦單位：屈臣氏集團

公益少年團中西區優秀團員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中西區 胡喜童 6A 優秀團員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度  聯校畢業頒獎禮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領獎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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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學校音樂創藝展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
三
至
小
六

鄭珈洳 3C 最佳音樂獎
- 金獎

最佳演出獎
- 金獎

最佳音樂
記譜獎 - 銀獎

張迦晞

4A
李欣怡

廖詠詩

曾宇謙

鄭嘉榕
4B

黃伊筠

鄭焯瑩
4C

最佳音樂獎
- 金獎

最佳演出獎
- 金獎

最佳音樂
記譜獎 - 銀獎

許智煉

鄭曉琳

5A
方淦森

李睿喬

曾卓然

陳洛慧

5B

梁巧怡

李思慧

黃瀚琛

黃煒鳴

屈偉展 5B

陳樂翹
5C

胡澧言

黃美薇

6A
孫海欣

謝元泰

何潔瑩

潘慧芸 6B

梁鈺佳

6C翁子康

楊瑋麟

朱俊瑋

主辦單位：教育局藝術教育組及
香港作曲家聯會合辦

謝元泰  6A
很榮幸可以在這次音樂節七級鋼琴獨奏比賽中

獲得冠軍。堅持學琴、練琴的確十分枯燥，但我覺
得只要克服困難，保持對音樂的興趣，就可以不斷
進步。我很感謝父母用心栽培我。在我五歲時，我
對媽媽說我很想學琴，過了不久，她就給我買來一
部最好的鋼琴，我一直彈到現在，還愛不釋手，她
還為我找了很好的鋼琴老師。我也感謝爸爸抽空帶
我去比賽。我非常感謝我的鋼琴老師梁老師，她富
有經驗，非常有耐心地教導我，令我熱愛音樂，琴
藝更進步得很快。最後，我還要感謝校內老師給了
我很多參加校內音樂活動的機會，使我獲益良多。

黃美薇 6A
得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得獎我都會很激動。

而我身為一名舞者，每一次的努力都是為了把我最好的
一面呈現給大家。不過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每一次
練舞時背後的辛酸。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在專業跳舞老
師耐心的指導下，我的節奏感和動作都有了明顯的進
步。之前我的媽媽跟我說跳舞會吃很多苦，腳會很痛，
不過跳舞增強了我的勇氣和毅力，燃亮了我的希望。在
這次的比賽中，我向工作人員、家長義工和專家評委們
表示感謝。我也感謝專業老師的辛勤栽培，是她們不辭
勞苦地指引著我，一直幫助着我。我最感謝的就是我的
父母，是他們讓我找到了生命中的色彩。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鋼琴七級冠軍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姓名 班別 獎項

廖彥瑋 6A 優秀金章

黃嘉朗 6A 金章

鍾禮賢 6A 金章

呂嘉珩 6A 金章

廖正熹 6B 金章

陳俊濤 6C 金章

主辦單位：教育局

感獎得 受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鋼琴七級 謝元泰 6A 冠軍

小提琴二級 張芷嵐 1B 冠軍

鋼琴二級 董士琛 1A 亞軍

鋼琴三級 黃煒鳴 5B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2014-2015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組

曾慶浩 4A

團體殿軍
吳朗翹 6A

李明馳 6B

謝卓熙 6B

李明馳 6B 傑出運動員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西區小學分會

「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組別 獎項

中西區 冠軍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代表

姓名 班別 獎項

胡喜童 6A 中西區代表

主辦單位：公益少年團

第十八屆「常識百搭」
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A67

謝元泰 6A

嘉許獎

李明馳 6B

林熙 5A

李灝 5A

許駿勝 5A

方淦森 5A

主辦單位：教育局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個
人
賽
獎
項

鍾皓宏 4B 銅獎

李灝 5A 銀獎

李明馳 6B 銀獎

陳偲朗 6A 銅獎

廖彥瑋 6A 優異獎

主辦單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賽比

*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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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宏 6A
我十分高興獲得這個獎，因為我受訓了很久，十分辛苦，

但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我在訓練過程中獲益良多，例如比
賽上思維定勢要夠強，才能勝過比我高大，力量比我強的人；
訓練要有鬥志，要堅持，不怕困難和失敗，沉着應戰，不要
計較短暫的贏輸。我十分感謝我的教練和隊員，因為他們在
我失意的時候，經常支持和鼓勵我。我也要感謝我的父母，
他們時時刻刻提點我要小心和愛惜身體，以免受傷。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區洛瑤　3B
我能在舞蹈節比賽中獲獎，感到非常高

興，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在訓練過程中，
我學到要和同學們合作，才能跟上節拍，跳出
好的舞姿。老師們﹑爸爸﹑媽媽﹑妹妹，感謝
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我會繼續努力，期望在下
年度取得更好的成績。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級獎 

李睿喬 5A
我很榮幸能獲得最佳記譜獎銀獎、最佳音

樂獎金獎以及最佳演出獎金獎的，但所謂「勝
敗乃兵家常事」，我覺得勝利了不必驕傲，失
敗也不要灰心。即使我們這次勝利了，也要繼
續努力練習，為下一次比賽作準備。我是音樂
組的成員，負責伴奏是我們的工作，在這比賽
中的困難是要同時配合跳舞和影片的動作，帶
動氣氛和節奏。這些都是我從未嘗試過的，感
覺很有趣，亦富有挑戰性，排練過程「有笑有
『淚』」，反反覆覆的排練就是要完美配合，
在這裡體會到合作的重要性。我很感謝爸爸讓
我有機會學習中提琴，而最給力的是陳子延老
師。天時、地利、人和剛好幫助了我。在去年
開放日，爸爸聽陳老師說起中提琴，最後爸爸
同意了讓我學習中提琴。感謝陳老師給了我一
次機會，讓我負責中提琴演奏的部分。

2014-2015 學校音樂創藝展 
最佳記譜獎銀獎、最佳音樂獎金獎 
以及最佳演出獎金獎

鄭珈洳 3C
我十分開心，也感到十分光榮，因我能夠在

這個團隊中一同參與，並分享得獎的喜悅。我在
這次比賽中，學懂了一些特別的音樂技巧，例如
大鼓獨特的節奏及其他特別的「樂器」的玩法，
例如高跟鞋也可用來打出節拍的。我最想感謝的
人是陳子延老師，感謝他給予我們這難能可貴的
機會，並在他的領導之下取得多項獎項。

胡喜童  6A                                                                  
我很榮幸獲得「公益少年團中西區優秀團員」、「傑出

團員韓國交流團」、高級徽章這三個獎項。在爭取這些獎項
的過程中，我學到不要輕易畏縮，勇於嘗試，大膽面對，並
在面試時做出適當的回應。另外我也領悟到要努力才能成功，
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所以我們一定要辛苦地練習，
才會有出色的表現。此外我們也要依老師的指示而發揮，並
認真學習。我想特別感謝林校長、李可欣老師、翟瑞芬老師、
我的家人和其他曾經幫助和鼓勵我的老師和同學，因為他們
都認真教導我和鼓勵我，期待我成功取得這些獎項。

 何潔瑩 6A
我能夠獲得「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的中

級章，真的感到十分榮幸。到了中學，我一定
會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取得更大成就，絕不
辜負老師們對我的期望。在這個訓練的過程中，
我學會了如何幫助別人，也認識了許多慈善機
構。我希望可以好好運用學會的知識，將來貢
獻社會，服務人群。我能獲得獎項，當然少不
了我要感謝的人──林校長和李可欣老師。	我
十分感謝她們，給我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
我能成功。另外，我也要感謝我的父母一直在
我背後鼓勵我，扶持我，陪伴我成長。

2014-2015 學校音樂創藝展 
最佳記譜獎銀獎、最佳音樂獎 
金獎以及最佳演出獎金獎

公益少年團中西區優秀團員、 
傑出團員韓國交流團、公益少年團 
獎勵計劃小學高級（粉紫色徽章）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小學中級（粉橙色徽章）     

張芷嵐 1B
當評判宣佈我是冠軍的時候，我的心情真的又緊張，又興

奮。因為今次小提琴二級比賽，歌曲所需的技巧，比一級時
更高，這個獎真的得來不易。在這個訓練的過程中，我不但
提升了拉小提琴的技巧，而且我認識到我們要從錯誤中學習，
才能獲得成功。我想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家人的支持。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小提琴二級冠軍 

  
廖彥瑋 6A

對於在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中得獎，令我喜出望外，
因為老師說去年只有一位同學取得金獎，所以我在這計劃中
並沒有任何期望。誰知道，我竟然拿到了最優秀金章。能夠
為學校爭光，我感到十分高興。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了搜
集及分析資料的方法，還學懂要篩選有用的資料，最後更需
要向校外評審匯報，這工作的難度比專題研習有過之而無不
及，因為要自己獨力完成。在這計劃中，我想感謝翟老師的
指導，也感謝母親做我的觀眾，聆聽我的演示。

資訊科技獎勵計劃  
優秀金章

朱俊瑋 6C
在今年三月，我參加了「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並且在團體賽中獲得冠軍！我在驚喜之餘，也充份地了解甚
麼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呢！同時也很自豪能為學校爭
光！在得獎背後，我也流了不少「汗水」呢！在訓練和比賽
的過程中，十分刻苦，有時想立刻放棄，一走了之！不過最
後還是堅持了下來啊。每當我想放棄時，都會得到父母﹑老
師，以及組員的鼓勵和支持。在此，我想多謝組員李明馳同
學，感謝他帶領着我們走向了成功之路。

全港十八區小學 數學比賽－中西區 
全場冠軍、急轉彎冠軍、智多星季軍

* 由於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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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喜訊

Miss Yung Pan Pan
I chose to teach in a pr imary school because I like working with children.  They are so cute and full of surprises.  It is satisfying to see them learn and become a better person.  
In these ten years, I am grateful to have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and supportive colleagues.  However, teachers nowadays are very busy.  If we are not careful and overworked ourselves, 

we w i l l  s u f fe r f rom 
burnout!  I hope we can 
all find our own way to 
relax, refresh and keep 
ourse lves healthy.  If 
we can do this, we can 
optimize our students’ 
learning. 

黎康慈老師

十年光陰轉

眼過，回想這十年，

我在學校裏經歷結婚、畢業、

患病、康復等很多事情，不論快樂與

否，校長、同事、同學、家長都給予我無

限的愛與祝福，關愛之情充滿著我的心

房。尤其同學們那純真、關切的眼神，令

我深感幸福。幸福來自同學懂得愛人，幸

福來自同學知道怎樣愛人。只要有愛，品

性必佳。杏林子說過「只有當你付出的時

候，你的愛才開始成熟。」盼望英小二校

每位師生、家長，都能感受愛、懂得愛、

付出愛。

賴元英工友 
不經不覺，我

已在英皇書院同學
校會小學第二校服
務十五年了，真感
謝校長和老師們的
關顧、愛護和包容，每天對着一群天
真活潑的學生，自己也變得年輕了。
盼望所有學生們健康成長，校長和老
師們工作順利、身心康泰！

范敬歡老師 

這十年，我學會的，比教

給別人的還要多；往後的十

年，要學習的一定更多。

藉這次機會感謝陳校長

當年給我機會在英小二校

任教，也感謝林校長多年來

的提點與教導，還有翟瑞芬老師經

常的照顧，當然還有各位同事這些年來

的包容與協助，沒有你們便沒有今天的

我，謝謝你們。

過往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還請

諸君多多海涵，我會繼續努力，希望有

一天我也能成為幫助別人的一方。

員職教 期長 務獎服

莫翠珊主任
春風化雨十載情，能於

英小二校執教十年實在感
恩。感恩遇到一群互相扶持
的好同事 ; 感恩遇到一群信
任和支持我的家長們 ; 感恩
遇到一群又一群活潑可愛又
懂得尊師的學生。「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期望日後
繼續在英小二校發光發亮。

本校教師陳子延老師與黃婉明 
小姐在本年二月舉行結婚典禮，共諧連理。

大家好！你知道相

片中可愛的男嬰是誰

嗎？他叫張洛宥 (Julian)，是本

校書記陳潔欣的兒子。他剛於 5 月 15 日出生，

重 8 磅多，是個重量級的男嬰呢！盼望洛宥健康

成長，為陳書記一家增添更多歡笑聲。
 
圖為加拿大蒙特利爾拍攝的婚紗照。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