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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芳校長
眾所周知芬蘭是全球最快樂的地方，教育制度首屈一指。得法團校董會的支持，我與社工梁思恩姑娘

把握機會，參加了資助小學校長會舉辦的八天芬蘭考察交流團，實地探討芬蘭教育制度成功的竅門。

芬蘭無論是幼稚園，甚或小學，校園都以白色為主調，光線充足，木製的家具，設計簡約而多用途。

周圍張貼的作品不多，簡簡單單全是學生最原始的作品，好有家的感覺。校園外總有一個學生的嬉戲場

地，有簡單的韆鞦，攀登架等遊樂設施。

當我們走進校園，就可以見到芬蘭學生一張張陽光笑

臉，活潑開朗，同學間友愛融洽。小學生每天的課堂學習時

數不多，相對地就有較多的休息玩耍時間。無論天氣有多

凍，只要在零下20度以上，老師都鼓勵學生到校園外走動，

跟朋友任意玩耍。其實玩耍的過程，就開始了學生輕鬆愉快

的學習旅程。

 在芬蘭的學生通過大量的戶外遊戲，自小適應深冬嚴

寒，探索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學會自理，學會獨立，學會生

存。芬蘭老師刻意讓學生多玩耍，也促進他們認知、社交、

情感的發展。我們參觀期間都看見同學們在玩耍當中遇上磨

擦，當我們細心留意老師的處理方法時，就不能不欣賞老師

的耐性，老師靜靜觀察，不走近，不干預，學生走到身邊，

他就只回上一個眼神，學生就自自然然地回答道，他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如此對學生的一份信任，換來

的是給予學生們自己解決問題，學習社交，管理情緒的實習機會，對比一般說教式的德育公民教育課來得

實用。芬蘭學生自小多時間到戶外走動，最重要是要他們多做運動，鍛鍊強健的體魄，沒有強健的體魄，

更說不上要孩子怎樣去學習了。

芬蘭重視基礎教育，讓孩子先練好步伐才穩健開跑。先練好步伐，就是先從小著重個人性格，態度的

培養，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互相配合，身教為孩子樹立榜樣。孩子自小打好基礎，到中學或更高的學習階

段就能勇敢，堅毅地適應及應付學習，考試等所產生的壓力，自信地接受生活上的挑戰。

八天的芬蘭考察，深深感受芬蘭教育的簡約，一切順應小孩成長，不強求，不催谷，原來簡單就是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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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芬 學生學得樂



本校參考澳洲Geelong Grammar School推行的正向教育的概念，於本年度起以「推動正向教育  活出

豐盛人生」作為學校發展其中一項關注項目，更特別成立正向教育統籌小組，統籌學校不同層面的工作，宣

揚正向訊息，培養學生正向思維。

童玩時光

本校學生向楊局長
致送紀念品楊潤雄教育局長為本校主持正向教育活動啟動禮

同學們興奮地在班上進行集體遊戲

同學們可以選擇參與自己喜歡的活動，動靜皆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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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正 教向 育

本年度童玩時光增至每學期一次，當

天上午學生會在學校與老師進行各項遊戲

及體育活動，下午會提早放學，於忙碌的

學習生活中舒緩壓力，與老師同學們共享

快樂輕鬆的一刻。

英二正向教育啟動禮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蒞臨主持正向教育啟動禮



同學在生日當天穿起便服，格外開心

同學們向生日的同學送上祝福

陳景康主任

壁報設計美輪美奐，從欣賞學生性格優點出發，宣揚正向訊息

各班同學在班級經營課上進
行天才表演，展現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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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活出豐 人盛 生

生日便服日
學生在生日當天可以選擇穿著便服回校，接受大家祝福，以提升學生「被關注」的感受。

班級經營
為 提 升 班 級 團 隊 精 神 ， 提 升 學 生

自我形象，良好的師生及生生關係十分

重要。為此，本校各班班級經營活動增

加至每月一次，內容除了進行有趣的集

體遊戲，以培養同學間的團隊精神外，

更設有「賞你一分鐘」、「天才表演」

等環節，讓所有同學都有發揮所長的機

會，提升同學們被關注、被肯定和被認

同的機會，也讓班主任和同學們共度美

好時光。

正向大使
每班增設兩位正向大使，協助老師宣傳正向

訊息。

學校社工梁思恩姑娘與二年級正
向大使進行分級會面與訓練



本學年學校繼續以「I CARE」為主題，進行跨學科課程統整。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加強學習效

果，特別為各級安排配合該級學習主題的活動。

跨學科 程課 活

年級 主題 講座 / 參觀地點 日期 學習目標

一、四
關愛

Caring
宣明會講座：

「飢餓大作戰」
21-11-18

提醒同學多關心世界糧
食缺乏的問題，同時學
會珍惜食物。

二
尊重

Esteem
導盲犬認知講座 8-11-18

了解導盲犬如何幫助視
障人士，以及牠們接受
訓練的過程，學習尊重
視障人士及導盲犬。

三
責任感

Responsible
參觀消防局

17/12/18：3A
18/12/18：3B
19/12/18：3C

了解消防員的工作，明
白責任感的重要性。

四
關愛

Caring
宣明會

「貧富一餐」
11/4/19

透過親身體驗，喚醒同
學對世界糧食缺乏的問
題的關注，同時學會珍
惜食物。

二、五
尊重

Esteem
平機會互動劇場：
「3D互動百變機」

28/2/19
學習正確的待人態度，
平等對待來自不同家庭
背景的人。

六
感恩

Appreciate
參觀綠田園 11/5/19

體驗農耕及製作麵包活
動，明白食物得來不
易，學會感恩。

參觀消防局

4



程活動

平機會互動劇場：「3D互動百變機」

宣明會講座

黃嘉璧主任

導盲犬認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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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CoolThink@JC的先導學校之一，於四至六年級推行運算思維普

及教育。今年是計劃推行的第三年，課程框架緊扣運算思維概念(Concepts)、實踐(Practices)及視野

(Perspectives)三個部分。

另外，學生透過由教師設計的翻轉教室(Flip Classroom)進行預習，理解學習的內容及製作介面，

上課時再深入探討內容及進行編程，有效進一步提升其自學、高階思維及解難能力。

思維教運算 育

除運算思維常規課堂外，學校設「創意編程拔尖

班」、「LEGO EV3機械人拔尖班」；更透過「STEM

學會」及「STEM CHANNEL」等全校性活動，在學校

創設STEM學習氛圍，引發學生興趣，啟發潛能。

同學在運算思維課堂中進行
2人小組小型專題習作

在設計的過程中同學反覆
進行測試及除錯

同學介紹由她們創作的
應用程式

課後編程拔尖班(Mbot)

課後編程拔尖班
(Micro:bit)

LEGO EV3機械人拔尖班

低年級不插電unplugged活動(Scratch Coding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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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tional Thinking Education)

本年度學校繼續參加各項有關運算思維及機械人編程的校外比賽，且屢獲殊榮，成績實在令人鼓

舞！透過各項校外比賽，擴闊學生的眼界，啟發學生的數碼創意，幫助他們由單純的科技消費者變為一

群科技應用和創造者。

此外，本校積極向公眾推廣編程活動，如在「創新科技嘉年華2018」、「學與教博覽2018」及

「編程嘉年華2019」進行展覽；另外，本校今年度開始與香港城市大學Apps Lab合作推行「一小時編

程」Hour Of Code，於校內舉辦4場免費的編程工作坊(2018年10月、12月及2019年2月、4月)，讓大

眾體驗親子編程活動。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2018 常規賽」

第18屆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賽

(APICTA)
第一屆青少年
STEM知識競賽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2018-2019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2019

「補錶」流動應用程式

- App Inventor組冠軍

- 最佳團隊合作獎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18 

「童玩時光」
流動應用程式
- App Inventor 組季軍
- 最佳功能及介面設計獎

「玩老還童」互動遊戲

 Scratch組季軍

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APICTA)Merit

小學組亞軍

- 機械人設計冠軍
- 機械人表現賽冠軍
- 項目研究海報設計獎

- 初小組冠軍
- 初小組亞軍
- 高小組冠軍
- 校際賽優異(Merit)

小學組金獎

一小時編程(Hour Of Code)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8「 「學與教博覽2018「

本校學生獲邀參與
「學與教博覽2018」
InnoSTEMer

向公眾介紹本校的創新發明

本校學生獲邀參與「創新科技嘉年華2018」
大家對學生的創作都非常有興趣

一小時編程活動(2月份)

參加者學習運用編程技能
設計Micro:bit遊戲

一小時編程活動(12月份)

學生義工協助進行HOC活動

胡國柱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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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是中國人一大喜慶節日，到處洋溢着歡欣氣氛，本校為

了把這歡欣氣氛帶進校園，於二月一日(星期五)舉行了中華文化日，

讓同學感受春節的節日氣氛，從而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當天節目

非常豐富，有賀年小手工製作、大掃除活動、少年拳術體驗活動、醒

獅表演等。而五年級同學則到了饒宗頤文化館參加「活字生香」漢字

文化體驗活動，老師和同學都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為提升學生的英文水平及學習興趣，本校參加了香港電台第三台Sunday Smile的錄音節目。透過這

個活動，學生能從大氣電波中聽到自己的聲音，體驗到從實際生活中運用英文。

科活動英文

同學們穿上華服與校長及
老師們合照

家長義工們教導學生搓湯圓

同學們在猜燈謎

同學們分工合作，一齊清潔課室

同學們一起分享賀年食品

五年級同學們在饒宗頤文化館學習製作民間藝術 – 皮影和紙鳶

莫翠珊主任科活動中文 中華文化日

翁濱濱老師

本年度本校同學參加了Sunday Smile電台錄音節目，獲益良多

同學們在禮堂參與醒獅表演

同學們在禮堂進行少年
拳術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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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數學教育重視概念的掌握和知識的實踐，並著重學生能把所學的知識「學以致用」。因此學

校每年都籌辦不同的數學活動，讓學生能透過積極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從中建立對數學科的興趣和

自信。眾多的數學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別，包括實作性活動、智趣性活動以及競賽性活動。

許文星主任

家長義工們教導學生搓湯圓

莫翠珊主任 科活動數學

實作性活動包括數學遊縱、實作評量等，這些活動讓學生能透過合作性的實物操作進行學習和探

究數學知識，學生有機會使用和操作不同的學習工具，例如平板電腦、軟尺、指南針、磅等，學生的學

習不但更有趣、互動，老師亦能觀察到學生除紙筆計算外的不同能力的表現。

智趣性活動包括數學扭計骰、魔力橋數字牌等，學生能休閒、輕鬆地運用數學知識參與這些既有

趣又益智的數學遊戲，在無壓力的環境中學習和應用數學知識，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興趣、建立自

信，逐步發揮出數學方面的潛能。

競賽性活動主要為數學與常識

兩科合作的校內數理通識大賽，以

及各項校外的數學比賽。學校為學

生籌辦以及報名參加不同的比賽，

讓學生可以在不同平台下實踐所學

的數學技巧和概念，運用數學專

長，並發揮潛能。

實作評量

數學遊蹤

數學扭計骰
魔力橋

數學通識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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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培養學生

的探究精神和思考模式，本年度各級於上學期進行了「科技學習

日」。學生透過各種實驗，進行預測、觀察、數據分析、歸納、

驗證等，學生積極投入，認真思考與討論，從而促進學生終身對

知識的探求。

黃佩儀老師

科活動常識

科技學習日

為培養學生關愛、服務社會及以愛待人的精神，本校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常識科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於上學

期試後活動日舉辦了五年級社區服務學習計劃，學生們到

區內的長者中心進行探訪。藉此服務學習活動，訓練學生

與他人合作及相處的技巧，使學生能多從他人角度理解事

情。

五年級社區
服務學習計劃

跟長者傾談的情况

一年級：奇妙的聲音

二年級：豆豆成長日記 三年級：保溫瓶

四年級：船隻不沉沒之謎 五年級：閉合電路
六年級：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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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於體育課透過各種活動教授體育技能，使同學明白互助合作的重要，更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

歸屬感。另一方面，加強他們的觀察、分析、判斷和創造的能力。長遠而言，培養同學對體育活動的良

好興趣及態度，並建立健康及活躍生活模式。除了每週三節的體育課外，體育科亦舉辦多元化活動及校

隊訓練。

校隊/興趣班：

1. 田徑校隊

2. 足球校隊

3. 游泳校隊

4. 花式跳繩班

5. 健美體操班

6. 田徑班

  

 林育鋒主任

科活動體育

田徑校隊

田徑班

足球校隊

花式跳繩班

健美體操班

游泳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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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藝術範疇，本校推行「藝術之旅」

綜藝賞析活動，內容十分豐富。表演及參觀包括：「粵劇文化賞析」、

「弦樂炫技音樂會」；學生成果展示包括：校隊樂團演奏、英小二學生視

覺藝術創作展；各級跨學科綜合學習活動如三年級聲響設計、四年級環保

樂器DIY製作展；藝術表演活動包括：小息音樂會、小息畫廊等。期望透

過以上一連串藝術活動，培養同學對藝術的興趣及豐富同學的藝術經歷。

陳子延主任

教藝術

音樂科

主題 舉行地點 日期

高年級小息音樂會 高音室 11月28日及12月10日

校內樂器比賽 學校禮堂 1月14及15日

校內樂器比賽得獎同學

組別 姓名 獎項

初級組

3C葉家寶 冠軍

3B莊梓峰 亞軍

3C李雙兒 季軍

1C高臻悅

優異獎2A李卓燁

1A黃筠雅

高級組

5B張芷嵐 冠軍

6A謝安泰 亞軍

5A文爾行 季軍

5A鄭天行

優異獎5A沈明佑

5B林翊晉

環保DIY樂器作品

同學參與粵劇文化賞析活動

同學細心地欣賞藝術展作品

五年級同學正練習
皮影戲偶控制

六年級同學表演電音

與流行鼓合奏

音樂科組以豐富學生演出及賞析經歷，提升校園音樂氛圍作目

標，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上學期之音樂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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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

本校於去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參與了由PMQ

元創坊舉辦的「deTour Nxt 2018」活動。首屆

「deTour Nxt 2018」延續PMQ元創方於推廣本地創

意及設計教育的角色，為中小學提供創意教育計劃。透

過不同的創意活動，激發學生興趣，啟發設計思維，提

供一個讓學生實踐設計知識及原理的機會。

欲了解更多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detour.hk/detournxt/CreativeEducation.html

地點：本校視藝室

視藝科

本校1B班周正楠同學於《升降機安全標誌

設計比賽》中榮獲季軍 周正楠同學的得獎作品

范敬歡老師

本校6A班何冠聰同學於《第五屆全港
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18》中榮獲西洋畫
(第八組)亞軍

本校2C班梁家嫣同學於同一比賽中
榮獲西洋畫(第四組)一等獎

同學捧着自己的作品，
看來十分滿意

在導師的帶領下，同學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
並互相欣賞其他同學的作品

deTour Nxt 2018活動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2018

升降機安全標誌設計比賽

本校4C班何倬齡同學於同一比賽中

榮獲西洋畫(第六組)特等獎

在導師的指導下，同學使用
平常較少接觸鎚子、鋏子等
工具，顯得分外專注

13



一本新書像一艘船，帶領著我們從狹隘的地方，駛向無限廣

闊的海洋。

今年得到各方的幫助，圖書館中的館藏更見豐富，既帶領同

學遊於不同的知識深海，亦為同學解憂減壓。為了擴大同學閱讀

的廣度，閱讀推廣小組於4-6年級推行「趣BOOK BOOK漂流

記」，推廣與數理相關的有趣書籍。聖誕節時，與英文科推行了

「聖誕BEAR BEAR抱抱活動」，促使同學多閱讀及分享英文

書。

閱讀推廣組亦與各科合作，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我們與

正向小組合作，設立「打破高牆」書展、「人生不設限」展板

及「足以自豪：楊小芳」講座，以一連串活動培養同學的正向

情緒。早上的早讀活動，亦令同學享受更多閱讀時光，從而成

為一個有涵養、有深度的英二人。

黎康慈老師

喜閱讀書得 旅之

聖誕BEAR BEAR抱抱活動

讀書會同學活用書本知識於生活中

同學用有趣的方式分享中、英文圖書

高年級同學運用有趣的閱讀方法培養
低年級同學的專注力

公共圖書館職員為本校專題研習學生
舉辦工作坊

老師用不同方法分享自己喜愛的圖書

同學透過活動深深體會講者
堅毅的學習精神

唐睿博士分享創意寫作的心得，
提昇學生高階思維

圖書科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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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國內及本港不同的團體曾分別到訪本校，觀摩學生的學習情況，並與校長及老師們交流不同

範疇的課程設計及教學心得，促進了彼此間的交流。

翟瑞芬主任
交流訪校

教聯代表訪校，了解本校運算思維
課程的發展情況

校長與課程主任分享
本校的課堂特色

與湖州師範學院的師生合照

老師與學生介紹在公開比賽獲獎的
作品及示範如何操作

與「香港STEM教育交流考察團」合照 學生向嘉賓們展示操控
Lego機械人運送物品的過程

新加坡道南學校訪校交流活動
新加坡道南學校師生於五月二十八日到訪本校作文化交流活動。兩校師生聚首一堂，互相了解新加坡

和香港兩地的文化。他們亦分享了來自兩地的特色小食，是一個寶貴、有意義及愉快的文化交流經驗。  

翁濱濱老師

林校長致歡迎辭
學生們分享兩地的美食

師生們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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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與了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舉辦之「校園環保小農夫」水耕菜種植獎勵計劃，第一個

活動是參觀流浮山水耕菜農場暨草研中草藥實習基地，其後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進行啟動禮暨水耕種工作

坊。接着，同學在學校內利用水耕種植培植不同種類的蔬菜，最後更成功獲得了三次的收成。

李美娟老師、陳嘉慧老師
活動環保

「校園環保小農夫」水耕菜種植獎勵計劃

本校由環保組統籌，跨學科協作，透過課程，全方位參觀活動及

比賽等等，加強學生對保護水資源及全球水資源問題的認識。計劃完結

後，更榮獲水務署水務署署署長頒發全港「惜水學堂至尊大獎」、「卓

越辦學團體獎」、「中西區金獎」、林淑芳校長獲「傑出領袖獎」、李

美娟老師獲「傑出策劃教師大獎」。而6B黃珞童同學、4A周希澄同學

及5B劉萃莊同學則榮獲「節約用水至叻星」獎項。恭喜恭喜！

水務署舉辦的惜水學堂計劃

姓名 獎項

全體老師同學
和家長

惜水學堂全港至尊大獎

惜水學堂中西區金獎

林淑芳校長 惜水學堂傑出領袖獎

李美娟老師
惜水學堂傑出策劃老師

大獎

周希澄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

智叻星
劉萃莊

黃珞童

全校同學在1月17日著「綠」日當日可穿着綠色服裝或佩飾，

活動包括： 綠色爆炸頭音樂會、環保舊曲新詞創作大賽優勝者表演、

低碳資訊分享會、各項節約用水設計活動，同學積極參與。

著「綠」日活動

同學們專心學習
種植水耕菜

同學們出席計劃的啟動禮暨水耕種工作坊，更獲派發種子及水耕菜禮物 同學們在準備營養液及種植
海綿，學習種植水耕菜

同學們認真地收割蔬菜，

十分享受!

林校長、李美娟老師、

4A周希澄同學出席頒獎禮
師生接受星島日報訪問，了解本校推行水務署
舉辦「惜水學堂教育計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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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全體教師於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參與由本校和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合辦的

聯校教師發展日，講者為本校校董鄭智誠先生，主題為「溝通技巧(能力)」，透過個案分析，學習如何

更有效地跟學校的持分者溝通。

本校於本年度為推動正向教育的發展，分別於全學年舉行了四天「心智習慣」工作坊，學習如何培

養學生的心智習慣，並繼續參與「提升教師之觀課及評課效能」工作坊，及透過四天的觀課和評課活動

進一步深化老師相關的能力。

 翟瑞芬主任

專業發教師 篇展
教師專業發展日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英二及英小全體老師跟講者鄭智誠校董及嘉賓合照

老師們在工作坊學習培育學生心智習慣的方法

導師跟老師們在觀課後進行全面的課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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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1)推動正向教育，活出豐盛人生，2)深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及3)活

用思維技巧，拓展高階思維，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分別就關注重點進行了教研

課。科組以共同備課、集體觀課及課後評課為平台，讓教師之間進行教學觀摩及交流，提升教師的教學

技巧，從而促進學生學習。

教研活動

本校於本年度多次獲邀

對外分享校本的課程發展的

設計及學生的學習情況，得

到各方的肯定，並給予寶貴

的意見，有助我們提升學與

教的效能。分享詳情如下：

對外分享

學生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教研課上進行
分組活動

科目 級別 教研重點 日期 任教教師及班別

數學 P5
-創意及明辨性思維
-自學策略
-照顧學習多樣性

26-11-2018 袁國偉主任 5C

中文 P4 12-3-2019 李美娟老師 4C

英文 P2 18-3-2019 陳嘉慧老師 2B

德育及公民教育 P3 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30-1-2019 潘偉強主任 3C

日期 邀請的機構 有關科目 分享內容 分享的老師

18-12-2018
教育局

(副校長學習圈)
電腦

(運算思維)
分享本校高小計算
思維教育及跨學科
STEM的課程設計
及學生學習情況

胡國柱副校長　陳景康主任

21-1-2019 教育工作者聯會
電腦

(運算思維)
林淑芳校長　胡國柱副校長
陳景康主任　林育鋒主任

17-1-2019
教育局

訓育及輔導組
正向教育

分享本校推動正向
計劃的心得

陳景康主任　梁思恩姑娘

26-2-2019 CoolThink@JC
電腦

(運算思維)

分享本校如何帶領
學生準備各項有關
運算思維的比賽

林育鋒主任

學生在數學教研課堂上作口頭匯報

學校社工梁思恩姑娘與陳景康主任獲教育局邀請擔任
「WE」正向動力計劃:學校支援會議(小學)分享嘉賓

林育鋒主任分享帶領學生
準備比賽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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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幼童軍旅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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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高興的是

本幼童軍旅團經常在「全港童軍歌唱比賽」中，勇奪冠軍殊榮。由於表現卓越出眾，故連續多年獲得優

異旅團的榮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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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總監挑戰盾、「童」

行．20 嘉年華等。

  勞愷雯主任

1 5 5第1 幼旅
幼童軍活動

幼童軍繩網挑戰 幼童軍箭藝挑戰

宣誓典禮

大會操手語歌表演

軍活動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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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今學年開始，在教育局一校一社工的新政策下，開設常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ASWO)，

聘請梁思恩姑娘為本校社工。學校社工除了提供專業的學生輔導外，亦會定期與行政組、正向教育組、

訓輔組、學習支援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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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學生全方 輔

小一適應活動

「培育優秀的孩子」提升子女內在潛能小一家長工作坊

「成長的天空計劃」啟動禮：家長、教師共同為盆栽澆水，寓意齊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挑戰日營 (步操訓練)

家長義工教授社工小助理玩桌上遊戲

正向教育棋盤(校本創作)：協助學生

累積正向經驗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挑戰日營 (團隊遊戲)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義工服務 
(推廣環保意識)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義工服務 

(清潔沙灘)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再戰
營會 (同學在雞蛋上寫下自己的
名字和訂下的目標)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再戰營會 (在夜行環節中，同學們要尋回寫有自己名字和目標的雞蛋，寓意要尋回自己的內在潛能)

「成長的天空計劃」啟動禮：導師
講解如何把正向教育中的24個性格
強項融入於活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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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導輔 (社工服務)服務

「成長的天空計劃」優質家長工作坊

「成長的天空計劃」家長教師分享會

學校社工梁姑娘向教育局局長及嘉賓介紹一校一社工政策下的訓輔成果

學校社工梁思恩姑娘於2018年8月遠赴澳
洲Geelong Grammar School修讀正向
教育課程，藉此協助本校推行正向教育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挑戰日營：購買當天午餐 「成長的天空」小四親子日營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結業禮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五挑戰日營 「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六挑戰日營 (清潔午餐用品)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
義工服務 (長者探訪) 「成長的天空計劃」：黃金任務 (小組面談) 「成長的天空計劃」教師工作坊

「關愛大使」義工小組：本校成立了十二個短期義工小組，
每組各有不同的服務內容，如：與低年級同學下棋、表演正
向話劇給低年級同學觀看、製作禮物給長者等，藉此提升同
學的關愛精神和人生意義。(圖為其中一組的簡介會)

梁思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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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喜教職 訊

大家好，我是學校書記包建秋小姐的兒子何天麒，Louie。我在2月26日

出世，重8.9磅，雖然我只得3個多月大，但吃奶時已經可以自己雙手拿住奶

瓶！爸爸媽媽和大家都希望我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謝謝大家的祝福啊！

學校書記包建秋小姐

教
職
員十
五週
年服務獎林淑芳校長

自2004年10月加入了

英小二校的大家庭，時間匆

匆，今年正踏入第15年。在

這15年，幸得法團校董會

及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的信

任及提拔，我能夠在不同時

期，擔當不同的角色，跟英

小二校這個團隊一起為

了培育學生而努力。在這15年裏，欣喜見到學生

在各方面都不斷進步及成長。感恩有一羣有愛

心，有耐性，肯為學生付出的同事們，感恩

有信任學校，支持學校的家長們，這些都

是我在帶領學校時的動力。希望在家校

合作的強大力量下，讓我們的孩子得益

最多。

教職員十五週年服務獎張惠蓮
主
任十五年光景悄悄地從指縫間溜去，往事如

風，繁花背後皆記憶。十五年間在教室內外，

與同學譜出大大小小的插曲，當中的喜怒哀

樂，點滴在心頭。教書的工作並不輕鬆，老師

也有困倦的時候，但每當看到孩子在課堂上燦

爛的笑靨，課堂下如朋友般的關懷，以及舊生

回校帶來的濃濃情意，這份教書育人的愉悅，

哪還有抱怨可言呢？「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教育是美麗緩慢的事業，但願每一位師

生都能沐浴於英二校園的春風雨露之中。

本年度學校旅行學習日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舉行，旅行地點為鯉魚門公園及度

假村。學生於營地內參與不同的活動，例如:攀石、小手工、桌球、木球、棋類遊戲、草地滾球、足球

機、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袁國偉主任

學習日旅行

林校長、老師和同學一同舉行大食會

學生積極參與營內各項活動，包括羽毛球、桌球、木球、棋類活動、射箭、攀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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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獎我 項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何冠聰 6A
App Inventor組

別冠軍
羅正楠 6A

文爾行 5A

何冠聰 6A

最佳團隊合作獎羅正楠 6A

文爾行 5A

袁天富 6A
App Inventor組

別季軍
羅熙桐 5A

陸思齊 5A

袁天富 6A
最佳功能及介面

設計獎
羅熙桐 5A

陸思齊 5A

張卓謙 6A
Scratch組別季

軍
陳明恩 5A

趙永熙 5A

主辦單位：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決賽
(2018-19)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 文爾行 5A 金獎

主辦單位：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委員會、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2018-2019現代激答「開學篇」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二組
李卓燁 2A 亞軍

陸恩澤 2C 季軍

小三組 梁芍淇 3B 冠軍

小四組 吳文懿 4A 亞軍

小五組
梁芍瑩 5C 冠軍

陸思齊 5A 亞軍

小六組 葉晴 6A 季軍

校際賽小學組
(學校代表)

吳文懿 4A 

季軍
梁芍瑩 5C 

陸思齊 5A 

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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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8-19)初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五組

文爾行
5A 個人賽銀獎 

鄭天行

吳鎧祥 5A 
個人賽銅獎

朱子熙 5B 

小四組
吳偉祥

4A 個人賽銅獎
鄧璽庭

主辦單位：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及  
 香港教育大學   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教
職
員十
五週
年服務獎林淑芳校長

WRO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

李芷而 6A

常規賽亞軍李澤濤 6A

黃鈞浩 6A

主辦單位：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陳明恩 5A 

機械人表現賽
冠軍

機械人設計大獎

項目研究海報
設計大獎

蔡逸禮 5A 

羅熙桐 5A 

鄺暐軒 5A 

陸思齊 5A 

文爾行 5A 

何冠聰 6A 

李芷而 6A 

李澤濤 6A 

黃鈞浩 6A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會 創新科學中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乙組 羅雅娸 5B 200米亞軍

男子乙組 劉梓博 5C 200米殿軍

女子甲組 李芷而 6A 跳遠亞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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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田徑分齡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青少年
E組

李芷而 6A 跳遠季軍

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第一屆青少年STEM知識競賽(個人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小組 梁綽希 1A 亞軍

初小組 梁芍淇 3B 冠軍

高小組 梁芍瑩 5C 冠軍

主辦單位：香港STEM教育聯盟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9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初
級組

鄭 瀚 1B 
單車步亞軍

交叉開跳亞軍

周希汛 2A 交叉開跳季軍

林永洛 2A 
二重跳亞軍

側擺交叉跳季軍

潘俊然 2A 後單車步季軍

萬天雪 2C 側擺交叉跳亞軍

羅棓俊 3A 側擺開跳亞軍

楊俊城 3C 
後單車步亞軍
單車步季軍

萬天雪 2C

三人大繩季軍楊俊城 3C

林永洛 2A

男子高
級組

謝旻羲 4A 
交叉開跳殿軍
單車步季軍

何俊言 5C 
後單車步季軍
單車步季軍

吳冠燊 6A 
後側擺交叉跳冠軍 
後交叉開跳冠軍

邱清松 6A 交叉開跳冠軍

李澤濤 6A 
二重跳殿軍

側擺交叉跳殿軍

謝旻羲 4A

 
四人大繩 季軍

李澤濤 6A

吳冠燊 6A

邱清松 6A

何俊言 5C

男子組 / ／ 總成績團體季軍

主辦單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年全港十八區健美體操分齡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混合雙人
A組

毛彥碩 2C
季軍

吳芷甄 2B

主辦單位：GAHK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n 2019

Let’s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Senior Primary 
English Category

謝安泰 6A
Outstanding 

Award 

主辦單位：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以身傳教．以心傳愛」敬師卡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周正楠 1B 冠軍

梁珈齊 5A 亞軍

主辦單位：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2018-2019 開放日
獎學金領獎生名單

獎學金 姓名及班別

陸煥昌獎學金 沈明佑5A 李天悅5B 劉俊杰5C 鄺讚和4A 馮熙晴4B 林定進4C

英皇書院同學會
小學第二校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董士琛5A 羅雅娸5B 王劍安5B 林翊晉5B 
何詠齡4A 羅棓俊3A 劉心朗2C 周正楠1B

陳嘉銘獎學金
梁啟逸5A 陳銘熙5B 高譽展5C 郭大琛4A 張倬維4B 
張晉奇4C 譚梓朗3A 譚承浩3B 葉家寶3C 鄭綽灆2A 
陳明銳2B 萬天雪2C 李逸舜1A 劉茗汀1B 盧萃澄1C

*上列各項為部份獎學金領獎生名單，本校其他各項獎學金領獎生名單將刊載於聯校畢業典禮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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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9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女子
初級組

鄭綽蘫 2A 側擺交叉跳 季軍

李思慧 2A 後交叉開跳 殿軍

女子
高級組

鄭睿淇 4A 後側擺開跳 冠軍

利芷穎 4A 
側擺交叉跳 季軍
交叉開跳 季軍

潘梓馨 4A 側擺開跳 冠軍

于心盈 4A 跨下二式 冠軍

趙紫晶 4B 後單車步 殿軍

鄭紫嫣 4C 單車步 殿軍

李麗沂 4C 
後側擺交叉跳 亞軍
後交叉開跳 冠軍

林沚柔 5A 
側擺開跳季軍
後單車步季軍

唐小雅 5A 後交叉開跳冠軍

羅雅娸 5B 
交叉開跳季軍
單車步冠軍

李芷而 6A 後交叉開跳殿軍

陸曉晴 6C 側擺交叉跳季軍

利芷穎 4A

四人大繩 冠軍

潘梓韾 4A

李麗沂 4C

鄭睿淇 4A

于心盈 4A

主辦單位：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升降機安全標誌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周正楠 1B 季軍

主辦單位：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中西區防火環保親子設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組 李卓燁 2A 冠軍

主辦單位：中西區防火委員會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男子乙組 劉梓博 5C
50米自由式及

50米背泳 
亞軍

女子甲組 陳洛薇 6C
100米自由式
及50米蝶泳 

冠軍

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健美體操章別獎勵計劃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Aerobic 
Gymnastics

吳芷甄 2B

Award Scheme
Level One

銅章

崔倩羚 3B

易慧欣 5C

黃珞童 6B

陸曉晴 6C

楊澤鋯 6C

徐惠淇 6C

Aerobic 
Gymnastics

楊穎曈 4B Award Scheme
Level Two

銀章
易慧欣 5C

陸曉晴 6C

主辦單位：GAHK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粵港澳海洋生物繪畫比賽2018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小學
高年級組

何冠聰 6A 季軍

主辦單位：漁農自然護理署

第五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西洋畫
(第八組)

何冠聰 6A 亞軍

西洋畫
(第六組)

何倬齡 4C 特等獎

西洋畫
(第六組)

何詠齡 4A 一等獎

西洋畫
(第四組)

梁家嫣 2C 一等獎

主辦單位：星島雜誌集團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
系列比賽2018 填色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初小組 周正楠 1B 季軍

高小組 梁珈齊 5A 季軍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協進會、民政事務局、公民教育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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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港才藝兒童繪畫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小 吳冠燊 6A 銀獎

主辦單位：香港青年音樂及藝術協會

IYACC第六屆國際音樂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笛子一級
至二級

陳俊宇 6A 亞軍

劉俊杰 5C 季軍

主辦單位：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鋼琴三級 黃劍安 5B 冠軍
口琴獨奏初級組 董士琛 5A

小提琴
三級

張芷嵐 5B

季軍
梁珈齊 5A

鋼琴三級 高譽展 5C

鋼琴一級 高子然 1C

主辦單位：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比賽(三人舞)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高年級
中國舞

(三人舞)

羅雅娸 5B

甲級獎文宣叡 5C

易慧欣 5C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康樂文 
 化事務署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比賽

組別 姓名 班別 獎項

低年級
中國舞組

布穎桐 1A

甲級獎

黃筠雅 1A

陳希言 1B

韓欣霖 1B

劉茗汀 1B

梁日晴 1B

林洛兒 1B

陸晞悠 1B

鄭喜莉 1B

葉家宜 1B

許嘉欣 1C

潘蔚晴 1C

鄭綽蘫 2A

顧汝嫣 2A

劉萃茵 2A

丁梓瑜 2C

馬梓恩 2C

陳岱珺 3B

主辦單位：教育局、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康樂文 
 化事務署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

組別 姓名及班別 獎項

小學
口琴隊

周希汛 2A 林庭奧 4A

冠軍

林永洛 2A 謝旻羲 4A

陳寶恩 2B 陳弈希 4B

陳明銳 2B 江駿翹 4B

李若希 2B 王子軒 4B

吳毓祥 2B 許洛 4C

梁焯彥 3A 陳俊宇 5A

羅棓俊 3A 趙永熙 5A

譚梓朗 3A 洪智皓 5A

黃顥 3A 梁啟逸 5A

黃意駿 3A 董士琛 5A

陳柏儒 3B 黃熙文 5A

譚承浩 3B 鄭天行 5A

陳卓謙 3C 王劍安 5B

賴卓言 3C 劉梓博 5C

葉家寶 3C 張曦元 5C

主辦單位：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9

組別 姓名及班別 獎項

小學
合唱團
初級組

高臻悅 1C

銀獎

鄭綽蘫 范恩熹 顧汝嫣 李思慧 2A

陳紀晴 蔡梓淇 符紫瑜 關芷潼 
黎卓妍 李若希 駱浚熙 吳毓祥 

袁采韻
2B

丁梓瑜 李國楨 盧濬灝 盧彥焯 
馬梓恩 吳靜希 譚濼潼

2C

陳煒霖 許淑盈 劉芷琪 3A

陳柏儒 施欣彤 曾沛晴 3B

許淑欣 龔梓浩 李雙兒 王珈琳 3C

鄭睿淇 崔梓霖 李康程 利芷穎 
莫嘉熙 吳文懿 吳偉祥 潘梓韾 
沈思薇 謝旻羲 許云斯 于心盈

4A

陳雅之 周靜宜 馮熙晴 許炫愉 
郭軍亮 游啟邦

4B

區藹澄 鄭紫嫣 林定進 蘇穎朗 
俞茆鎣

4C

主辦單位：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本校校外比賽獎項眾多，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獎項 姓名及班別

普通話獨誦冠軍 鄭天行5A 

粵語獨誦冠軍 劉心朗2C 

英文獨誦亞軍 黃筠雅1A  張卓謙6A  陳寶權6C

英文獨誦季軍 高子然1C  馬康耀3A  唐小雅5A

英文集誦季軍 一至三年級組 

主辦單位：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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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唐小雅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後交叉開跳冠軍

今次得獎令我覺得只要努力，什麼都做得到。一開始，我完全不知那些花式怎樣跳，後來每隔一日練半小時，慢慢地從一下都跳
不到到一分鐘跳幾十個交叉都不會斷。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要堅持。每次在練習時花式跳繩都會打到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
很痛。但我知道，堅持下去就可以跳到好成績。我想感謝我的爸爸媽媽。每次練習時他們都會陪着我在我身旁。當我跳得差時，他們
都會鼓勵我，讓我不要放棄。我跳得好時，他們都會讚揚我，給予我力量。謝謝你們！

我能獲得冠軍，覺得很開心。　　　　　　　　　　　　　　　　　　　　　　　　　　　　

我學會了只要努力練習，就可以
拿到好成績。在練習的過程中，我也
明白了朗誦要大聲和要了解作者想表
達的心情。

我想感謝爸爸、媽媽、姨丈和莫
老師對我悉心的指導。

我很開心能夠得獎，我相信
因為我能夠認真練琴才能獲得好成
績。我亦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就會有
收穫。我會繼續加油，多謝校長，
老師和同學的讚賞。我也要感謝鋼
琴老師和哥哥。

很高興能在這次比賽中獲得冠軍！這次比賽是透過公投而選出得獎者的，當我得
知有很多人喜歡我的作品時，我感到無比的鼓舞！

在比賽中，我學到了很多有關防火的知識，也學到了一些設計和剪貼的技巧。　　　　　　

我很感謝主辦單位舉辦這一個比賽，讓我吸收了很寶貴的比賽經驗。

1C 洪智楷
IYACC 第六屆國際音樂比賽 
鋼琴初級進階組冠軍

2C 劉心朗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粵語獨誦冠軍

我很開心能獲得這兩項冠軍，其中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個人賽的
初小組冠軍更是我第一次到中文大學領取獎項，真很高興！在訓練過程中，我
學到了如何快速地在一分鐘內又快又正確地回答問題。我最想感謝我的媽媽，
因為她教導我如何找出問題的正確答案，令我增進了不少知識。

2A 李卓燁
中西區防火環保親子設計比賽小學組冠軍

3B 梁芍淇 
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 ( 個人賽 ) 初小組冠軍
2018-2019 現代激答「開學篇」小三組冠軍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我對這次比賽本
不是很有信心，因為非常緊張，導致常常失誤。當我得知我在「跨
下二式」和「四人大繩」兩個項目中都拿了冠軍後，非常高興。

我在訓練過程當中學會了要堅持不懈。因為每一個花式動作
不一定做一次就能成功，要經過很多次失敗才能取得佳績。

我想感謝教導我跳繩的導師，因為她悉心的教導，我才獲得
這麼好的成績。

4A 于心盈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跨下二式冠軍、四人大繩冠軍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也是我第一次
取得冠軍的獎項，我感到十分高興，當大會宣佈我得了冠軍時，
我真的不敢相信呢！

我在訓練過程中除了學會跳繩的技巧外，也培養了耐性和
合作的精神。   

我最想感謝的人就是教導我的教練和常常支持我的媽媽。

4A 潘梓馨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 
側擺開跳冠軍、四人大繩冠軍

得到這個獎，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和中國
舞蹈隊的同學齊心合力，終於拿到甲級獎。

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不同的中國舞
蹈技巧。

我想感謝教導我們的中國舞蹈老師，陳老師，
和負責中國舞蹈的老師，鄧老師，和校長。

3B 陳岱珺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比賽低年級中國舞組甲等獎

我在跳繩比賽中取得了兩個季軍和一個冠軍獎項，感
到十分高興，不過我沒有為這件事而驕傲，反而更努力地
練習跳繩，更希望日後能代表香港比賽。

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了甚麼叫團體精神和合作性。

我最感謝的人是花式跳繩班的教練黃導師，因為她教
導了我們很多的花式，和做人應有的態度。

4A 利芷穎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四人大繩冠軍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跳繩比賽，
也是第一次獲得冠軍，我十分興奮。
我希望以後可以參加更多比賽，為學
校爭光。

在練習跳大繩時，我們最初未能
互相合作，常常失誤，可是在比賽時
我們能發揮合作的精神，所以取得冠
軍。

我覺得這個獎不只是我們的，也
是老師的，因為老師一直努力地訓練
我們，我們才取得好成績。

4A 鄭睿淇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
後側擺開跳冠軍、四人大繩冠軍

得獎感想

我能夠在這次繪畫比賽中取得
了特等獎，我真的非常高興啊！因
為我在前年的比賽中拿了一等獎，
代表我的畫功大有進步。我期望明
年能取得更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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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何倬齡
第五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西洋畫
第六組特等獎

在今次花式跳繩比賽中，我一共獲
得三面獎牌。我感到十分開心，雖然訓
練很辛苦，但最終能得到好成績。希望
下次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績及可以進一步
挑戰自己的速度。

在個人花式項目中，我學到了意志
要堅定才可以把所有花式做好。而在團
體比賽裡，我學到了要有團隊精神，因
為要互相信任才可把項目完成。

我想感謝我的教練與我一起練習的
同學和為我打氣的媽媽，他們給了我很
多正能量，最後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一起
練習和比賽。謝謝你們！

4C 李麗沂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女子高級組後
交叉開跳冠軍、四人大繩冠軍、後側
擺交叉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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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決賽中奪得金獎，實在令我
感到很高興。比賽當天， 二百多位參加者聚在一起，大家鬥智鬥力，務
求拿取最高的分數，爭奪金獎的殊榮。在一小時的「作戰」中，大家不
停轉動腦筋，拆解一條又一條艱深的問題，實在很不容易。

回想起平時上電腦課的日子，我都會用心上課。每當遇到複雜的問
題時，我都會盡力解決，如真的解決不了，便會請教老師。在編程的訓
練中，讓我明白到不斷的嘗試才能獲得成功。

在老師悉心的教導下，讓我加深對電腦科的認識，更讓我對它產生
一份莫名的喜愛。在此，我要向曾經教導我電腦科的老師說聲「謝謝」！
另一位要感謝的人，便是爸爸。他在我遇到電腦科的難題時，都會「伸
出援手」，耐心地教導我，支持我，鼓勵我。

5A 文爾行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決賽 (2018-19) 小學組金獎

當我得知我們團隊獲得這麼多獎時，感到非常驚訝和
開心。我們很榮幸能獲得這麼多獎項，證明我們的努力沒
有白白浪費。

在訓練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很多有關編程和機械人的
知識，也學會了遇到緊急情況時要保持鎮定和立刻想辦法
解決，最重要的是我們體驗了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我們主要想感謝的人是老師和父母。感謝老師抽空來
跟我們研究機械人，以及給我們很多創作靈感，感謝父母
一路以來的鼓勵和支持。親愛的老師和父母，謝謝你們！

5A 陳明恩（代表）
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小學組
機械人表現賽冠軍、機械人設計大獎、
項目研究海報設計大獎

我非常榮幸我在這個比賽中
得到了冠軍。起初，評判宣佈第三
名和第二名時都沒有讀我的名字，
想不到最後我得到第一名。那一
刻，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學到了朗讀《科學和種子》
這首詩時要充滿希望的感覺，因為
這首詩歌是關於未來的。

我想多謝我的媽媽、爸爸、
中文老師和媽媽請來的老師。沒有
他們，我想我不能得到冠軍呢！

5A 鄭天行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普通話獨誦冠軍

我很榮幸今年可以獲得這兩項冠
軍，覺得我所付出的努力沒有白費。我
日後一定會繼續努力，希望未來可以獲
得更多佳績，為學校爭光。一年級開始
我便學習口琴，隨着時間過去，我需要
更大幅提升技巧，有幸得到一位英皇書
院師兄的提點和教導。現我的口琴技雖
不是爐火純青，但已經可以有足夠信心
和別人較量。從口琴的學習中，我學到
了要有堅毅的精神。除了想感謝我的父
母外，我最想感謝的人就是英皇書院的
梁師兄，因為他很悉心地教導我很多口
琴技巧。

5A 董士琛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口琴獨奏初級組
冠軍及小學口琴隊冠軍（代表）

很開心能獲得這兩項冠軍，
其中現代激答開學篇的冠軍已經是
我連續第三年得到，由季軍、亞軍
到冠軍，每次我都付出不少努力去
完成答題。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
STEM 不同範疇的知識，有很多生
活常識都透過這個比賽學會了。我
最想感謝我的爸爸和媽媽，因為他
們給添置我電子平板電腦讓我能參
加比賽，令我的學習更添樂趣。

5C 梁芍瑩
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
( 個人賽 ) 高小組冠軍
2018-2019 現代激答「開學篇」
小五組冠軍

 我很開心能在這次跳繩中獲得兩個
獎項，以及在舞蹈比賽中獲得甲級獎，
這給我很大的鼓勵，我會繼續努力，做
到最好！

我覺得要努力練習，才是成功的第
一步。

我想感謝跳繩教練，舞蹈教練和老
師對我的教導和提點，以及讓我加入中
國舞蹈隊和花式跳繩隊，讓我有機會參
加比賽。我還要感謝我的弟弟，他經常
陪伴我練習，以及父母對我的支持和鼓
勵。

5B 羅雅娸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比賽高年級中國舞
( 三人舞 ) 甲等獎、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女子高級組單車步冠軍、交叉開跳季軍

獲得這個獎項，我覺得很開心，因為竟然
可以第一次參加全港第七十一屆音樂節便能勝
出。一開始時爸爸都說全港賽可能會輸，但鋼
琴老師說只要你能努力，就一定會在比賽中脫
穎而出，最後真的勝利了！

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只要堅持，努力練
習，便能做到任何事。沒有努力，就一定不能
成功。

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同學、家人、老師
和鋼琴老師。因為我在準備比賽時，他們都在
鼓勵我。最後我不但沒有令他們失望，還竟然
在比賽中拿到冠軍，他們和我都非常開心呢。

5B 王劍安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鋼琴三級冠軍

比賽，是一條跑道。只要踏上了
這條跑道，就要承擔跑不完的風險，
所以有幸能夠披荊斬棘，跑畢全條跑
道，已經是一個里程碑。

在訓練的過程中我學到的不單是
編程和製作程式的技巧，還有團隊精
神，體育精神及創意。在這條跑道中，
以上五者缺一不可，因為只要缺少了
一樣，這個程式便不能誕生。

我想感謝循循善誘的老師、忙忙
碌碌的家長和互相鼓勵的同學們呢！

6A 何冠聰（代表）
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18 小學組
App Inventor 組別冠軍、
最佳團隊合作獎

在這次比賽中，我十分開心，
我可以和強大的對手切磋跳繩技
術。而我覺得這次我贏的不只是獎
杯和獎牌，還増加了我的比賽經
驗。

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在訓練
時要專心。

在這次比賽中，我要感謝我
的教練，是她在訓練時教導我們，
是她在背後支持我們，教練，謝謝
您！

6A 邱清松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男子高級組
交叉開跳冠軍

我十分榮幸可以在這次跳繩比賽中
獲得兩項冠軍，這實在令我非常高興。
未來，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希望能夠獲
得更多獎項。

我在訓練過程中明白到做甚麼事情
都不能夠輕易放棄，否則便永遠不會取
得成功。

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跳繩老師，
因為她經常教導我們不同的跳繩技巧，
使我獲益良多。而且，每當我想放棄時，
她都會在我身旁鼓勵我，叫我繼續努力。

6A 吳冠燊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男子高級組
後側擺交叉跳冠軍、後交叉開跳冠軍

得到這幾個獎項令我覺得很有成就
感，因為這兩個項目的冠軍都是不容易
得到的。在訓練過程中，我學到了要堅
持，就算已經很累，都不可以而放棄，
要繼續堅持下去，力爭上游，才能獲得
最後的勝利。                                                                    

我想感謝我的教練和學校老師，
因為他們常常支持我，和給了我很大的
鼓勵。我想感謝我的教練和學校老師，
因為他們常常支持我，給了我很大的鼓
勵。

6C 陳洛薇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8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式冠軍、50 米蝶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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