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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林淑芳校長

今年為丁酉雞年。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向來有德禽之稱。《韓詩外傳》
載：「雞有五德。」雄雞天生有冠，如古代文人頭上戴有冠冕，是為文德；
雞的足趾散開，有如武器，是為武德；雞與敵人相遇，從不退後，是為
勇德；雞進食總是呼群引類，從不獨食，是為仁德；雞按時報曉，不失
誤，是為信德。雞年給予中國人「文、武、勇、仁、信」美好的象徵意
義。

文德、武德
本校學生一如以往能文能武。升中派位成績優異，有96%剛畢業

的學生派往首三志願中學，一半獲派第一組別英文中學。學生多才多
藝，潛能無限，積極參加對外公開比賽，除了在香港學校朗誦節、學校
音樂創藝展、香港學校音樂節等比賽中屢獲殊榮外，學生亦分別獲得校際
資訊科技精英挑戰賽2016冠軍、2016智能電子積木科創大賽冠軍、WRO世
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選拔賽2016常規賽小學組冠軍等佳績，獲得代
表香港到印度參加國際賽事的資格，消息令我們振奮。

勇德
多年來學校穩步發展，要繼往開來，穩中求變，老師們必須具有前瞻力，能夠掌握教育的新趨

勢。近年學校洞察到創新科技對學生未來發展的重要，就積極發展，勇於嘗試，敢於開創校本編程課
程，更引入外間支援，正式參與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香港教育大學、城市理工大學及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聯合舉辦的運算思維教育計劃，成為首12間先導學校之一。本年度於四至六年級的電腦課
全面推展運算思維課程，將運算思維課程全面普及。除了課程發展外，新修訂的上課時間表，增加小
息次數、體育課時數及放學前在學校做功課的導修時間，為學生創造空間。以上各項新安排，同學及
家長紛紛表示支持。

仁德
在老師的努力、家長的支持信任下，學校在多方面都取得成績及好評，亦經常獲邀出席分享活

動，透過講座向其他學校分享，交流有關課程或學校政策方面的實作經驗。早前學校就獲教育局及中
文大學之邀請，作出了三場有關優質課業及家課政策的分享。教育局吳克儉局長亦於本年一月份親臨
本校，與本校法團校董會、校長、老師、家長及學生作深入交流，了解陽光家課政策的制定、新優化
的上課時間表的安排等，深受教育局的讚賞。學校樂意與其他學校分享，彼此交流，共同進步。

信德
學校的發展與進步，全賴法團校董會對學校施政的支持、家長對老師教育專業的信任和老師對學

生默默耕耘、循循善誘的堅持，三方面彼此配合，共同努力，信念一致，我們的學生將來定能成為五
育兼備、樂於學習、懂得思考、積極向上的未來社會主人翁。

金雞報喜，新年新氣象！祝願各位新年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2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2

送「猴」迎「雞」，體現雞年「五德」

心長校 深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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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全級同學於去年12月6日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欣賞名為

《祖國大地自由行》的中樂表演。整個節目模擬穿梭全國多個景

點，並配以相關音樂伴奏，讓同學認識中國樂器的同時，亦能感

受到聲情的互動。

有機會參加音樂會，六年級同學心情興奮。

本校學生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參加了由教育局藝術發展組及香

港作曲家聯會合辦的學校音樂創藝展初賽，是次活動鼓勵學生發揮創

意，利用弦樂、管樂、敲擊樂器及電子音樂，創作以<<星河尚舞>>

為題的音樂作品。當中更揉合了舞蹈律動和電腦短片製作，是一項綜

合的藝術表演。經過同學投入的參與及認真的排練，我校於初賽中獲

得優良的成績，順利進入決賽。在此多謝各家長的支持，亦期望同學

能於一月二十四日進行的決賽取得佳績。

活樂音 科 動

同學投入演出、用心奏樂，演繹陸地星座與海洋星座爭妍鬥麗的故事。

「敲擊創藝展」

陳子延主任

《祖國大地自由行》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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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動科藝 活

同學都十分熱衷學習繪手紙的畫法，對這種
日本的繪畫方式深感興趣，更與畫家互相交
流，樂也融融，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

務四小 服 學 習
本校今年繼續以「關愛」作為主題，邀請四年級全級同學進行

「關愛小一生計劃」，目的是希望培養四年級學生的愛心及關愛

幼小的態度。剛剛升上小學的小一新生都會遇上不同的困難，為

了讓他們順利度過適應期，全級四年級學生於九月份午休時段都

會到小一班課室協助小一生寫手冊、認識校園、學習整理桌椅及

校服儀容、解答他們對學校生活上遇到的問題。透過這項活動，

亦能加強小四學生的溝通能力和解難能力，增強他們的自信。

四年級的同學正為一
年級的學弟檢查手冊
及作個別輔導。

學姐們跟各學弟妹均相處融洽。

范敬歡老師

本校於今年9月26日邀請本地插畫家慧惠到校

舉行繪手紙工作坊，並借得她的個人作品予學校舉

辦一場為期兩周的小型展覽－「講港情小小

店展覽」。同學於小息、午休期間都可細心欣賞這

些作品。

「講港情小小店展覽暨繪手紙」工作坊

包欣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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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小「 一 日 禮
為慶祝一年級同學愉快地融入小學生活，我校在十一月底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小一百日禮」慶祝活

動。班主任在導修課時與同學一起重溫校園生活剪影，一起唱歌，勉勵同學，並派發由家長義工準備的紅雞

蛋，為小一同學送上祝福。

小一同學能這麼快適應小學生活，實有賴家長與師生們共同合作，特別是四年級學兄學姐們，在開學初

協助一年級的學弟學妹。我們希望藉此在孩子的心裏澆灌關愛和感恩的幼苗，培養同學們擁有良好的品德。

」 張惠蓮主任

班主任派發紅雞蛋，為小一同學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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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星期一至五課後及星期六上午均為學生安排了多元化的興趣小組，由本校教師或外聘導師帶

領，希望透過小組活動，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及發揮個人專長。近年更開辦了多個新的興趣小組，包括：

LegoEV3拔尖初班、創意編程拔尖班、Music Wonderland、辯論組、中樂坊、足毽組及「奇趣變變變」

魔術班。

課 班興後 趣 禮巡 袁國偉主任

本校中文辯論組

辯論組

學生可以自由發揮創意，運用傳統的樂

高積木拼湊各種模型。學生更可以自行編寫程

式，令自己創作的機械人動起來。

LEGO Mindstorms EV3 拔尖初班

為培養學生創意及解難等運算思維能力，本校特於課後舉辦

「創意編程拔尖班」。課程內容以學習編寫Scratch電腦程式為重

心，配合metas智能積木及Dash and Dot創意機械人，手腦並用

地進行創意編程活動。當中表現優異者更會獲挑選代表本校參加各

校外編程及資訊科技比賽，擴闊眼界，為校爭光。

創意編程拔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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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本校學生在中文辯論方

面的興趣及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本

校本年度特設課後辯論拔尖班，挑選

五、六年級中文成績優異的同學參與

辯論活動。

Music Wonderland

本年度增設英文歌詠小組「Music 

Wonderland」，透過聆聽、歌詠英文

歌曲，以輕鬆形式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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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及發

揮自我表現的潛能，本年度新開

辦了「奇趣變變變」魔術班，學

生會利用一般的生活化材料變出

令人目瞪口呆的魔術效果，學生

在課堂上都專心的學習各種魔術

技巧，化身成為小小魔術師。

課 班興後 趣 禮巡

學校今年在週一課後開設中國樂器班，

包括笛子、二胡、揚琴、古箏及撥弦等樂器

訓練。期望同學能在各樂班中有出色的表

現，並入選下學期開設的中樂坊，合奏樂韻

悠揚的音樂！

「奇趣變變變」魔術班

中樂坊

揚琴班

足毽組

踢毽子運動有三種不同

的形式，包括圍毽、網毽及花

式足毽(花毽) 。

踢毽子是一項講求全身

協調的運動，健身效果十分顯

著，也非常適合香港的學生參

與。本校足毽組通過這項運動

較全面地發展學生的肢體協調

性、靈活性等。

笛子班

二胡班

撥弦班



 本校幼童軍旅團「港島地域維城區第一一五五旅」富有特色

及意義，不但為學生提供不同學習元素之童軍活動，更加入多元

化的音樂活動。自合唱團成立以來，先後參加過數十次公開及

半公開演出。本旅團分別於2011年及2013年，獲得童軍總會邀

請，前往北京及於瑞典國王御前獻唱。此外，旅團亦於本學年

獲得邀請，於「英皇童軍運動95周年宣誓典禮」上表演，可見

本幼童軍旅團的出色表現得到大眾一致認同。本旅團的活動十分

多元化，除了校內服務，旅團亦積極響應童軍區會、地域及總會

舉辦之活動，如露營訓練班、幼童軍航空日、「童跑童跳展活力」

田徑章及體適能章考驗日暨團隊競技比賽等。

幼 動軍童 活 勞愷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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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烹飪

童軍大會操2016

幼童軍夏季宿營

撥弦班



全 生位方 學 導輔 務服
「 全 方 位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 是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中的一

項，除了提供專業的學生輔導

外，駐校社工亦會定期與訓輔

組、學習支援組、德育及公民

教育科及課外活動主任開會，

共同按著學校發展方向、學生

成長需要及學校自評結果，設

計及推行各類型課程或活動。

梁思恩姑娘

駐校社工梁思恩姑娘應「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邀請， 擔任「新入職小學學
生輔導人員導引講座2016/17」分享嘉賓，講題為：「計劃及評估學校的全方
位學生輔導服務」。(倘若家長需要與梁姑娘探討  貴子女的成長發展情況，
歡迎致電到本校社工室2547-2668，與梁姑娘聯絡。)

風紀團隊訓練

與「常識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五年級「社區服務學習」計劃 (圖為體驗式活動，讓學生明白互助互愛的重要性。)

小一適應活動

專注力培訓課程

社交技巧培訓課程

中文讀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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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空的長 天 劃計

此 計 劃 主 要 在 四 至 六 年 級 推

行，旨在提升學生面對逆境的能

力。若以紙質的堅韌度比喻一

個人的抗逆能力，具高抗逆

力的人，就如堅硬厚實的硬

咭紙一樣，即使面對外界的

壓力，仍然屹立不倒，絲毫

無損。反之，缺乏抗逆力的

人，就像一張薄薄的紙張，

稍遇到少許壓力，便抵擋不

住，輕易被人撕開。

梁思恩姑娘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家長教師工作坊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行山挑戰活動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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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比整室 潔 賽

 為建立良好班風，加強學生對班級的歸屬感，訓輔組與環保組合作，進行Tidy Bear課室整潔比賽。

這次比賽，由訓輔組與環保組老師定期巡視課室及進行評分，評核的範圍包括窗台清潔、地板清潔、桌椅

整齊、黑白板乾淨等。透過課室整潔比賽，希望能夠培養學生保持課室清潔的習慣。

Tidy Bear
潘偉強主任

初級組冠軍

高級組冠軍

正 計動向 力 劃

此計劃旨在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讓他們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的」和

「有能的」。本年度新增的內容包括：自我形象問卷調查、天才表演、成長

小組、「這『才』是我」計劃等。

「We Care」

「培育BAND ONE的孩子」一年級家長工作坊(分班舉行)：
與家長共同探討提升子女自我形象的方法 (圖為1B班家長)。

梁思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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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發專師 業 日展
四校聯校教師發展日

本校全體教師於2016年12月16日參與由本校、英皇

書院同學會小學、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和胡素貞博

士紀念學校合辦之四校聯校教師發展日，進行地點是沙

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主題是「孩子的未來・未來

的孩子」。當天先由本校副校監張舜堯博士進行主題

講座，講題是「企業家精神與現代

教育變革」；接著由教育局小學校

本課程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吳

木嘉先生主講「STEM的迷思與方

向」。而本校的老師亦在當中跟同

工們分享不同的課題及作專業的交

流，包括由胡國柱主任、陳景康主任

和林育鋒老師主講「運算思維教育於

小學之推行」；黃嘉璧主任、李穎虹

主任及Mr. Stephen Bellamy分享在

英文科應用電子教學的示例，如指導

學生製作英文電子圖書。當天的分享

內容十分豐富，老師能跟友校同工們

交流經驗及心得，提升教學效能。

潘偉強主任

黃嘉璧主任

張舜堯副校監為四校老師進行主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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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悉本校新修訂為學生創造空間的「上課時間表」及成功推行校

本「家課政策」後，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早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太平紳士到訪本校了解校情，與本校法團校董會、校長、老師、家長

及學生作深入交流。

首先由本校林淑芳校長簡介學校歷史及特色，再由學校大使介紹

本校為學生設計、各科配合本校關注事項的課業。學校大使亦陪同吳

局長參觀校園，並進行了一節德育及公民教育觀課，吳局長非常欣賞

本校教師的優質教學、良好課程規劃及家課政策的推行，對學校的多

方面付出作出了非常正面的評價。最後，吳局長意味深長的分享亦令

我校師生獲益良多。

胡國柱主任

教育局吳克儉局長、李傑之校監、各位校董、嘉賓、
家教會家長委員、林校長及全體教師拍照留念。

學校大使陪同吳局長參觀校園，
並作詳細介紹。

學校大使介紹本校為學生設計、各科配合本校關注事項的課業。

教 克局育 吳 局儉

林淑芳校長簡介學校歷史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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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英詩集誦“Teevee”

本校向吳局長致送學生的畫作以留紀念。

局儉 本到長 訪 校

音樂創藝展「星河尚舞」精彩演出。

吳局長進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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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激答 STEM UP 醒目開學篇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校際組
(學校代表)

亞軍
蘇銀美6A　鄭嘉榕6C　吳炫樺6C 
梁焯寍5A　王瑋琳5C　何冠聰4A
謝安泰4A　葉　晴4A　黃駿軒4B

小一組別 亞軍 梁芍淇1A

小六組別 冠軍 蘇銀美6A

小六組別 亞軍 鄺浩然6C

主辦單位：「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香港意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及

「香港學習活動促進會」

的我們 項獎

世界菁英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團體賽  英國盃
鄺浩然6C　呂德泰6A　黃清逸6A　

連　進6A　蘇銀美6A

個人賽
獎項

銅牌 鄺浩然6C

優異獎 呂德泰6A　黃清逸6A　連　進6A

參與證書 蘇銀美6A

主辦單位：余二世界數學教育研究會、
余振強慈善基金

現代STEM UP激答大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校際組
(學校代表)

冠軍
蘇銀美6A　鄭嘉榕6C　吳炫樺6C
梁焯寍5A　王瑋琳5C　何冠聰4A
謝安泰4A　葉　晴4A　黃駿軒4B

個人賽亞軍 亞軍 蘇銀美6A   

主辦單位：「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香港意學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及「香港學習活動促進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獎項 英文獨誦 普通話獨誦 粵語獨誦

冠軍 鄺胤延4A　彭志聰5A

亞軍 羅熙桐3B　張芷瑄5A 林定進2C　王子軒2C
莫嘉熙2B
阮柏韜5B

季軍
李慧琪4A　黃鈞浩4A　彭志聰5A

阮柏韜5B　侯文津6B
賴卓言1C
梁家晞2B

優良獎狀

范斯竣1A　譚承浩1A　關希瑜1B　梁澤霖1B
鍾汶羲1C　董彥希1C　汪宏毅1C　饒慧翎1C
徐浚華2A　賴宣穎2B　梁家晞2B　李浩賢2C
王子軒2C　胡曦文2C　陳冠燁3A　高譽展3A
梁珈齊3A　林沚柔3B　文爾行3B　吳佩澄3B
沈明佑3B　陳明恩3C　李昊為3C　董士琛3C
朱寶而3C　陳寶權4A　何冠聰4A　林在熙4A
袁天富4A　鄭晉業4B　張卓謙4B　李芷而4B
蔡皓光4C　譚奕祺4C　陳振栢5A　鄭偉康5A
周世錡5A　林皓怡5A　譚梓聰5A　汪宏威5A
楊芷蕎5A　李浩霖5B　蘇銀美6A　布凱狄6B
陳思涵6B　霍鏞謙6B　陳舜匡6B　郁焯詠6B

鄭焯瑩6C　勞祉遒6C

周世澄1A　梁焯彥1B　汪宏毅1C　
詹淦越1C　馮澤恩2A　俞茆鎣2A

鄧璽庭2C　文宣叡3A(兩項)
林沚柔3B　沈明佑3B　趙凱文3B　
何俊言3C　謝安泰4A　周穎彥4B
譚奕祺4C　黃子軒4C 　區洛瑤5A
鄭麗琪5A　張城銘5A　吳律廷5A 
吳胤睿5A　于港生5A　吳雨彤5B
麥凱琳5C 　趙紫暉5C　曾宇謙6A

楊發輝6A　陳思涵6B　
謝家齊6B(兩項)　張語桐6B　

陳逸豐6C　鄭嘉榕6C

何倬齡2A
黃允希2A
王雅柔3A
陳俊宇3B
張鎧彤3C
洪智皓3C
陳洛薇4B
陳振栢5A
鄭珈洳5A
黃曉晴5A 

獎項 英文集誦 普通話集誦

季軍 一至三年級

優良獎狀 三﹑四年級

2016學生詩歌創作比賽

獎項 姓名及班別

亞軍 文爾行3B

優異獎 沈明佑3B

主辦單位：香港兒童文藝協會、
           青田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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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6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16

獎項 姓名及班別

Gold Award 何冠聰4A

主辦單位：Pentel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2016（常規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學組
冠軍

(獲得代表香港出戰印度舉行的
國際賽資格)

鍾承熹6B
利昊謙6B
曾慶浩6C

主辦單位：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港區組委會及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教育協會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學組 入圍獎
陳雅慧5A　盧子聰5A　廖展禾5B
李浩霖5B　王瑋琳5C　黃俊穎5C 

　潘灝泓5C 

主辦單位：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填色比賽(德公科)

獎項 姓名

優異獎 梁芍淇1A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進會

2016第四屆兩岸四地青少年書畫大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小學西畫組 入選獎 周穎欣6A

主辦單位：紫荊雜誌社、知識之友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女子乙組 跳遠亞軍 李芷而4B

男子甲組
跳遠冠軍 林翊洋6C

跳高季軍 劉凌捷6A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6 - 2017年度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男子乙組 100米蛙泳亞軍 龔里迪5C

男子丙組 50米蛙泳亞軍 陳毅4C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16年度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西洋畫組 一等獎 何倬齡2A

二等獎 何詠齡2C

主辦單位：星島雜誌集團

低碳新世代2挑戰賽2016年高小組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環保組 優異獎 吳律廷5A

主辦單位：香港教育城、煤氣公司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2016

組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女子F組 跳遠亞軍 李芷而4B

男子E組 跳遠冠軍 林翊洋6C

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校外獎項眾多，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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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普通話獨誦　冠軍      4A 鄺胤延

當我知道我得到冠軍的時候，我感到意想不到和高

興，因我幾個月來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還令我得到一個意

想不到的結果。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要努力、堅持和百

折不撓的精神。當初，我也覺得訓練很辛苦，有時還想放

棄呢！不過最重要是享受比賽的過程。就算沒有獎，我也

會很高興。我想感謝我的家人、林翠瑩老師和Ivy老師，因

為他們，我才能有那麼好的成績，所以我很感謝他們。

得 感獎 受

現代激答 STEM UP 醒目開學篇 

小六組別冠軍、校際組亞軍

 現代STEM UP激答大賽2016 

個人賽亞軍、校際組冠軍           6A蘇銀美(代表)

因為這次的比賽是要集合連續八星期的分數，只要有一天忘了做，

就沒可能勝出了。因此，我必須堅持不懈地完成這次比賽。當我知道自己

獲獎時，我真的感到很高興，證明我的付出是有回報的。我從中學會了如

果想把一件事做好，就必須要有恆心，如果你想成功，便要在事前做好準

備，因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我想感謝我的家人，因為他們在

我比賽過程中不斷鼓勵我，叫我不要氣餒，要再努力，就因為這樣，我才

能得到這次的獎項。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16年度
西洋畫組　一等獎      2A 何倬齡

在這次繪畫比賽中取得了一等獎，我真的很開心啊！因為我在去年

同樣的比賽中拿了二等獎，代表我的畫功有了一點進步。我期望明年能取

得更好的成績。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繪畫的技巧，例如運用冷暖

色、混色及利用不同的顏料去畫畫。我想感謝媽媽和范敬歡老師，因為他

們常常鼓勵我和支持我。我會繼續努力的。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普通話獨誦　冠軍      5A 彭志聰

我很榮幸在本次朗誦節比賽中獲得冠軍。今年是我第五次參

加校際朗誦節比賽，每次比賽我都會冷靜面對，反思一下之前沒

有取得冠軍的原因，然後在下一次比賽中繼續努力。我相信「世

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種信念給我帶來了許多動力。我要

加倍努力，下次再爭取到冠軍。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要以平常心

面對比賽，只要我們把平時學過的技巧發揮出來，相信在老師、

家長和我自己心目中已經是勝利的。在此，我要感謝悉心教導我

的莫翠珊老師，是她給了我一個寶貴的機會去比賽，她無論多

忙，都會騰出時間幫我練習。我也要感謝我的媽媽，是她在背後

鼓勵我、支持我，在每次比賽她都提醒我不要把勝負看得太重。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6 男子甲組 跳遠冠軍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2016 男子E組 跳遠冠軍      
6C 林翊洋我在最近的兩個學界跳遠比賽，分別得到冠軍，希望將來在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中有更好的成績。在訓練過程中我學會了一個道理：「若要成功，就要付出」。因為我每星期的刻苦訓練，才有今天的成績。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的家人和跳遠教練。我會自強不息，繼續爭取更好的成績。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2016常規賽小學組 冠軍      

6C 曾慶浩 (代表)
我很榮幸能代表學校參加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

賽—香港區選拔賽，能獲得冠軍，更是對學校老師及學
生的鼓勵，證明只要用心、認真地去將事情做好，就一
定會有好的成果。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們學會如何由
「零」開始去完成一項工程，從錯誤中學習。我衷心地
感謝鍾導師以及林育鋒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來教導我
們。我更要感謝校長能給予我們機會代表學校比賽。

The 46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2016 Gold Award
      4A 何冠聰

我覺得真的很意想不到，對我來說能在這個比賽中

奪獎，真的不容易，因為這是一個著名的國際賽事，也

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很幸運地我能夠從三千

多名參賽者中被挑選出來。希望下一屆能獲得更好的成

績。我在訓練過程中學到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堅

持。我覺得堅持較比賽的結果更為重要，只要盡了力就

行了。我想感謝的人是范敬歡老師和我的父母，因為他

們都十分支持我，常鼓勵我多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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