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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校訊

校 的長 話
余志賢校長

    本人十分榮幸於本學年接任香港南區官立小學校長一職，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學校自創校
以來，能有紮實的根基和良好的發展，實有賴校管會的領導以及歷任校長的努力。本校亦具備一支優
秀的教師團隊，他們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及專業的知識，致力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服務。

   近年學校無論在硬件及軟件方面都不斷提昇，為迎接電子學習年代，學校將全面提升網絡的速度，
另配合教育局WIFI-900的推行，學校將在課室及特別室鋪設無線網絡，又會購置更多的平板電腦，讓
學生透過電子學習，提昇同學的學習興趣。在推展STEM教育方面，學校透過常識科課程，讓教師設計
不同的實驗及實作活動，培養學生探究及解難的精神。而在電腦科方面，課程已加入編程（Coding）的項

目，亦購置了接近三十部的M-BOT機械車，讓學生學會程式編寫的原理。

  除課程發展外，學校亦十分關注學童的健康，因此本年度學校參加由衞生署舉辦的「至 『營』學校
認證計劃」，希望透過健康飲食的政策，以營造一個健康飲食的環境，幫助學童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本校的午膳委員會將密切監察午膳供應商提供的午餐，定期進行試食及舉行會議，確保餐盒食物的質素符合
衞生署對認證的要求。此外，為進一步加強學生的服務精神，學校參加社署的義工計劃，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及
校外的義工服務，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

      為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質，本年度學校將繼續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課餘興趣班，讓更多的同學有
機會參與體藝培訓，發展潛能。學校已計劃於下學期舉辦「學生綜藝匯演」晚會，讓學生能於舞台上一
展所長，將學習的成果與家長及同學分享。而為擴闊學生的視野，讓同學走出課室，本年度學校將提
供更多的機會予同學參與各項的交流活動，如今年首次安排五年級全級學生參加教育局「同根同心」
計劃，帶領學生前往中山、東莞及廣州，走訪不同的博物館及學習景點，加深學生對中國近代史的認
識。學校又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與教育局舉辦的「深圳探索之旅」，參觀深圳機場及科學館，讓學生親
身進行實地考察，了解深港兩地機場的關係及從活動中體驗科學探索的樂趣。而為進一步加強促進
兩地學生的文化交流，本學年學校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透過深圳市教
育局的安排，本校已與「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並獲教育局撥款24萬元，推行各
項的交流活動，促進學校的發展。

    學校是學生的第二個家，是學生健康成長的園地。在未來的日子，本人定將傳承學校的辦學
方針，全力以赴，與學校各同工竭盡所能，並以校訓「積極人生、盡我所能」的精神，提供予學
生全面的學習機會，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最後，學校教育要取得成功，教職員的努力固然重
要，家長的支持和配合也不可或缺。為此，期望家長與學校能通力合作，使我們的學生能健康快樂

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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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學校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粵

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深圳市仙桐實驗

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此計劃之目的是透過

粵港兩地學校的交流與合作，擴闊學生的視

野，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提升教師的專業水

平，以促進學校的發展。兩地學校將定期舉

行學術性與體藝性的交流活動，透過互訪活

動，加深對兩地文化的認識。此計劃讓兩地

師生建立網絡，開展長期交流及促進學校發

展，甚具意義。

    2016年11月4日，余校長到深圳市出席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2016」簽約儀式，

正式與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 余校長與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校長楊丹女士進行簽署儀式。

深 圳 航 空 與 科 技 探 索 之 旅
    一月六日，本校師生一行四十多人參加了由教育局

舉辦的「深圳探索之旅內地交流計劃」，讓學生親身前

往深圳進行實地考察。在行程中，同學參觀了深圳寶安

國際機場、深圳市少兒科技館及觀看了4D動感電影。透

過是此活動，同學認識了深圳機場的設施、了解深港兩

地機場的關係和異同、亦探索了科技新知和科技原理，

可說是獲益良多。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同學們懷著興奮的心情到達深圳。

同學們投入觀看4D動感電影。
同學們在深圳寶安國際
機場留影。同學們在細心觀察火山模型。 2



    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本校師生一行

一百人浩浩蕩蕩，出發前往中山及廣州進

行兩天一夜的考察之旅。是次考察活動的目

的，旨在讓學生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

及透過「虎門銷煙」歷史事件讓學生體驗中

國人民保家衛國、不畏強敵的英勇精神，從

而擴闊他們的視野。

    兩天的旅程，由參觀「虎門林則徐紀

念館、銷煙池及威遠炮台」作起步。參觀

過後，學生對林則徐此重要的歷史人物有

進一步了解。考察團同時又造訪了位於中

山市翠亨村以孫中山故居為主體的紀念性

博物館。同學不僅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

事蹟，更深深體會到其奮勇精神和改革

理想。最後，考察團造訪了辛亥革命紀念

館，同學對辛亥革命歷史事件有更深入及

全面的了解。

    透過是次考察之旅，同學們對中國歷

史有更深入的認識，讓同學們建立正確的

觀值觀和態度。

「同根同心」－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
兩天考察之旅

參訪中山故居紀念館，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

同學們用心地觀看館內展品。

同學們於虎門林則徐紀念館留影。

我們一起模仿銅像的造型。
同學們拿着學習冊，細心摘下筆記。

同學們順利通關，大家都顯得十分興奮。 同學們「開飯啦！」大家愉快地品嘗佳餚。  3



  
The ‘Hello-Win-Your-Day’ 

was held on 31st October’s afternoon. 
Students were dressed up based on the 

festive activity theme. They were well-engaged in 
a variety of dynamic language games, which based 

on the topic of ‘Halloween’. The annual English Day aims 
at helping our students improve the English standard by 

exposing them to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through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beyond our classroom teaching. Every game stall 
has been run by our senior students and they also took part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game stalls. This shows all their creativity and 
leadership skills in encouraging the use of English among their 
fellows. 
  We hope we can rais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self-

learning interest in English through organising different 
thematic English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English Fun Day2016- ‘Hello-Win-Your-Day’ English Fun Day2016- ‘Hello-Win-Your-Day’ 

Costumes

At the HallIn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4



   

本校在一月二十四日舉辦了「中華文化日」，全校

師生在充滿農曆年氣氛和各種各態文化展示中，體驗中

華文化，感受中國人慶祝農曆新年的熱鬧歡騰。

    當天，學校張燈結綵，喜氣洋洋。財神爺大派「利是」，

為同學送上祝福。禮堂變身成中國文化大舞台，極富特色的中樂

表演接連出場。另有精彩的中詩朗誦和醒獅表演，令人目不暇給。

    操場上，有中國新年習俗和同學賀新春的視藝作品展，吸引同

學佇足品賞。有蓋操場更成為同學的遊戲活動區。老師親自設計了

多個不同主題的遊戲攤位，如自製麥芽糖餅、寫揮春、猜燈謎、

剪紙、許願樹等，讓同學寓學習於遊戲，從中汲取中華文化的

精髓。

    「中華文化日」的成功，除了同學踴躍支持外，還非

常感謝各義工家長的參與，使活動錦上添花，更加有

聲有色。

歡天喜地迎新歲，
熱熱鬧鬧過雞年

大家喜氣洋洋迎接雞年。

悠揚樂聲傳遍校園，讓人心馳神醉。

「祝賀語對對碰」這個攤位很受同學歡迎。

同學穿上色彩鮮艷的華服向大家拜年。

同學鏗鏘有力的
鼓聲震撼人心，
令在場觀眾印象
深刻。

同學即席揮毫，寫上滿滿的祝願，為新年更添喜慶。

財神爺大駕光臨，給我
們大送紅包。

看！我們寫的揮春多漂亮！

中華文化日的活動真令人興奮！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剪紙，剪出
了多漂亮的「春」字。

中華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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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參觀
    一年級各班同學在十一月進行了教育性參觀，地點是香港動植物公園。

    園內的導賞員先跟同學在教育及展覽中心內講解動物的種類、園內昔日和現在飼養的動物、動物標本製作的過程等。導賞

員提出的問題，同學們都踴躍作答。在精彩的介紹後，導賞員讓同學們跟鱷魚標本一同拍照，顯得非常雀躍。

    接着，導賞員帶領同學們到戶外參觀獸籠及爬蟲展區。同學們從中認識到不同猿猴類及龜類的知識。

    經過個半小時的參觀活動，雖然同學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但是是次活

動加深了同學對不同動物的認識。

    三年級同學由常識科老師帶領下分別在十一月一日及十一月二日參觀了位於尖沙咀的衞

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在地下展廳中，各組同學參觀各項展品及進行互動遊戲，從中增

加對食物安全、食物添加劑、食物標籤、基因改造食物、高風險食物等的認識，同學認為

迷你影院播放的短片最為吸引，帶出多個健康飲食的提醒；在二樓展廳中，同學了解模擬

公眾街巿的佈置及認識蟲鼠的生活習慣和繁殖方法等，加深認識政府的環境衞生措施。

    同學們在參觀期間，參觀了不少由清潔龍阿得發放的資訊，更挑起大家找尋從前的

宣傳人物    垃圾蟲    的興趣。透過這次跳出課室的活動，使大家認識有關食物和環

境衞生的知識，讓同學們更努力保持清潔，守護香港這個家。

    四年級同學分別於十月二十七日及三十一日參觀水

務署位於旺角之水資源教育中心。

    到達後，同學分為兩至三組，並由中心職員帶領參

觀不同的主題展區。 教育中心設有七個主題展區：(一)

香港的供水歷史、(二) 香港的水塘、(三)有助穩定供水

的水資源管理措施、(四)水循環教室    小水點的奇妙旅

程、(五)珍貴的東江水、(六)「知水惜水」資源館及(七)

節水器具展覽廳。透過中心職員的生動講解、展品、現

場的示範及互動遊戲，全面講解香港水資源及節約用水

的情況。這次參觀同學不時主動發問，表現投入，並能

體驗到食水是非常珍貴的天然資源，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珍惜它。

參觀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同學們留心聆聽水循環的講解。

互動遊戲，你看我們多投入！看！我們活力多充沛！

嘩！節水器節約用水的
功效真神奇！

看！同學們親身觸摸動物標本，一點都不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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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十一月一日至八日，六年級常識科老師分別率領學生到立法會綜合大樓參觀。

    參觀期間，導賞員詳細地向同學們講解立法會綜合大樓的事物，同學們都用心地聆聽。同學

們在教育活動室中就政府的一些民生議題及法案進行模擬辯論。參觀後，同學們加深了對立法會

綜合大樓的設施、立法會的職能、立法的程序及議員的職責等的認識，獲益不少呢！

參觀立法會

同學們分別模
擬立法會主席
和秘書，表現
投入！

這位同學「變身」
為環境局局長，在
議題辯論中發言。

在大樓內的展板前，同學們
專注地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在教育活動室內，同學們模擬進行一場立法會議題辯論。

同學們坐在會議廳的公眾／記者
席，並觀察廳內的環境。

同學們模擬立法會議員，在議題辯論中各自表態。

    多年來，本校都有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目的是為提高學生對種植的興

趣及認識，從而加強他們的環保意識。

    本年度種植的花是翠蘆莉，又名蘭花草，隸屬爵床

科蘆莉草屬，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產於墨西哥，

現為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的歸化植物。花呈聚繖花序；花

冠藍至紫藍色，漏斗狀，看似矮牽牛花。翠蘆莉花期極

長，由夏季至秋季每天皆開花。

    去年十月，全校學生收到由康文署提供的花苗，然

後帶回家栽種，並於一月中交回盆栽及種植紀錄表。結

果，全校最積極參與獎由3A班奪得。

    今次的活動是成功的，從學生的紀錄表得知，他們

對種植的興趣是提高了，也明白愛護大自然的重要。

班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積極參與獎

一年級 1D李  悠 1D柯沛鈺 1C鄭卓穎 1C

二年級 2C卓唯心 2A畢國豪 2C林泓熹 2C

三年級 3C游舒蔓 3A梁誠軒 3A蔡啟駿 3A

四年級 4A吳宗貝 4B何尚蔚 4A黎朗言 4B

五年級 5A蘇詠婷 5D張詠琳 5C黎芷婷 5A

六年級 6A徐瑋澤 6A鄭樂兒 6C馮沛濰 6A

比賽結果

得獎生與他們的盆栽合照

接過花苗，回
家悉心栽培。

「一人一花」種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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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也與同
學們一起樂在
其中

    本年度之「健康環保旅行日」於去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星期三）舉行。一至二年級學生的旅行地

點是佐敦谷公園，但因天雨關係，為了學生安全的原

故，最後回校繼續進行集體活動。

    三至六年級同學的旅行地點是位於大帽山山麓的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營內環境優美，同學不單可接

觸大自然，還可使用中心的戶內、戶外設施。

    當天雖然不時下着毛毛細雨，同學們仍各自精

彩，參加了不同的活動，如攀石、射箭、手工藝、各

項球類活動等。同學都盡情玩樂，與其他同學一同遊

戲，一同分享食物，真是樂透了！一年一度的健康環

保旅行圓滿結束，同學都盡興而歸！

旅行樂趣多

一、二年級
的同學在禮堂
內進行有趣的

活動

看，大家多
高興！

試 後 鬆 一 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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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後 鬆 一 鬆

    為了慶祝普世歡騰的聖誕節，本校於十二月

二十二日舉行聖誕聯歡會。當天，同學們穿上七彩繽

紛的便服，帶備美味的食物，高高興興地回學校。

    高、低年級的學生輪流在課室和禮堂進行聖誕聯

歡活動。禮堂聯歡會場面熱鬧，節目豐富。大家首先

一起唱聖誕歌曲，然後玩「Bingo」遊戲，再進行聖誕

大抽獎。各幸運兒都獲得益智的禮物，還與校長和老

師一起拍照留念。

    此外，同學們亦在課室進行聯歡活動，大家帶備

環保餐具，一起分享美食，又進行各項遊戲活動，在

笑聲中歡渡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聖誕聯歡會
我們是聖誕聯歡會的幸運兒。

課室聯歡真快樂！

5B班同學在競猜糖果活動中勝出。
戴上閃亮的聖誕帽，真帥呀！

我們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師生扮演聖誕老人，令場內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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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甲隊員合照

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親
子同樂FUN FUN FUN」，
大家玩得十分開心。

4B班在張詠詩老師的帶領下，
為場上作賽的健兒打氣。

劉穎僖同學的投擲姿勢良好，
最終成為了冠軍。

余校長致送精美的紀念品予
親臨主禮的劉彥恩小姐。

這群五年級的小
伙子投入比賽，
跑姿優美。

家長享受與子女同樂的片段。

學校的周年運動會於去年十一

月十日（星期四）假香港仔運動場順行舉

行，感謝家長對學校的支持，不但抽空擔任大會的

工作人員，還參與親子活動。

    開幕儀式既簡單又隆重，先由余志賢校長致歡迎辭，再由

6A郭嘉嵐同學及6D梁頌禧同學代表運動員宣誓。最後在余校長鳴槍

下，本年度運動會的各項賽事正式展開了。

    當天的賽程緊密，各個參賽者在運動場上各施本領，全力角逐獎項。

而最受家長及學生歡迎的環節－「親子同樂FUN  FUN  FUN」，近四百人

參加，反應熱烈，各參加單位在完成賽事後獲得一份精美的紀念品。

    在看台上觀賽的學生亦不留餘力，豪情地吶喊助威，有些班別更自製精美

的紙牌、道具為同學打氣，歡呼聲、掌聲響徹雲霄，場面熱鬧。

    可是，當天天氣陰晴不定，偶爾下著雨，學校為了學生安全，取消了

「班際接力賽」及「友校接力邀請賽」兩個壓軸項目，真的美中不足！

    閉幕禮暨頒獎典禮緊隨其後舉行。出席典禮的嘉賓、家長暨本校

員生共千餘人參與盛會，座無虛席。學校邀請中國香港女子游泳代

表劉彥恩小姐親臨主禮，使運動會生色不少。劉小姐對各位來

賓及學生的勉勵，相信大家必定銘記於心。最後，大會在

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運動場上展英姿
周年運動會

余校長主持鳴槍禮。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於去年十一

月三日（星期四）假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舉行。

本校共派出14位同學參加仰泳、蛙泳、捷泳四式

以及接力的賽事。同學們施展本領，在多個項目

中都取得理想的成績。

港島西區小學 港島西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校際田徑比賽

參賽同學大合照

成績 獲獎學生

男乙跳高第七名 5A鍾健樟

男乙60米第五名 5A謝子康

男乙一百米第五名 5B梁智豪

男乙4X100米第六名

5A鍾健樟 
5A謝子康
5B梁智豪 
5B吳冠鋒
5B石善偉

男甲隊員合照

    本校參加了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灣仔運動場舉行的「港島西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本校派出了四十五名運動員，跟本區的友

校進行切磋。比賽前，同學已經密鑼緊鼓，於每個星期六回校努力練

習，希望在最佳狀態下作賽。

    比賽當天，本校的同學們全力以赴，盡施本領，結果，成績理

想，更首獲「男乙團體優異獎」，令人鼓舞。

陳倩瑜同學著地穩定，姿態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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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小舞台

同學心聲

一定比乘巴士方便得多，減少因塞車遲到的機會。    6B黃凱琳           

鐵路通車後可以疏通香港仔隧道擠塞的問題。    4A容卓言

我很欣賞車廂的設計，非常漂亮！    5B謝孟庭

可以加強本區與九龍及新界的連繫，十分方便。    4B霍顯諾

    隨着去年校園電視台工程完成後，同事們便馬上展開一連串測試工作，直至本學年初，南官電視台正式啟

播，雖然期間遇到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但憑着大家的通力合作，上下一心，問題都被解決。我們透過利用中央

播放系統，定期在午膳時段播放節目，十分受同學們歡迎。同時我們亦將部分節目上載到互聯網，開設「南官

電視台Youtube頻道」，讓家長及校外人士隨時隨地欣賞到同學們製作的節目，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小記者大合照電視台youtube頻道

南官電視台Youtube頻道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港鐵南港島綫正式通車後，由金鐘伸

延至南區，而由海怡半島站A出口至本校只需三分鐘路程，十

分方便。不單為本區同學上學帶來方便，更令區外與本校之交

通更加便捷，避免塞車之苦。

小記者訪問同學情形

鐵路 2.0 展板鐵路 2.0 展板

    本校重視學生體藝發展，多年來致力發掘學生體

藝潛能。為了有效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發揮他們的

體藝水平，學校為學生建立了不少的表演平台，如

「學生小舞台」，學校希望藉此平台盡顯學生們多才

多藝的一面。「學生小舞台」於午息時段在有蓋操場

進行，各年級全年分別舉行一次。目的是希望增加學

生踏上舞台的機會，提升他們的自信和擴濶視野。

鐵路設施很完善，日後區內居民上學上班會更輕鬆。    4A馬滙汶

受訪者一齊合照

南港島線通車
小記者專訪
南港島線通車
小記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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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師向家長分享選校心得

   

 

  學校為推動校園健康飲食，

本年度參與由衞生署舉辦的至營學

校認證計劃，營養師於十月份到校探

訪，並教授老師如何計算學校午膳餐盒的

營養份量，確保午餐質素。

    此外，學校在上學期舉行了2次家長試食

活動，藉此希望監察午餐之餘，還收集家長

對食物的意見，參與試食的家長大致對午餐

滿意。老師與午膳供應商亦保持密切聯

繫，確保師生在學校享用健康午餐。

衞生署營養師到訪學校，並為老師安排工作坊。

老師和家長一同計算食物分量，
以確保食物質素。

推動校園健康飲食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會

升中模擬面試工作坊

    簡介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舉

行，當天下午約二時，六年級學生家長們魚貫入場。

首先余校長致歡迎辭，感謝各位家長抽空出席，並分

享一些對升中選校的心得，家長們都十分認同。接着

由王富華主任簡介自行分配學位機制及家長要

注意事項，最後各班主任與家長討論選

校須知。透過是次簡介會，令家長們

對升中自行分配學位程序有更深了

解，同時也希望各位六年級同學

都能獲派一間心儀的中學。

余校長致歡迎辭

    小六學生升中模擬面試工作坊在本年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十多位家長義工抽空到校擔任面試導

師，為六年級的同學分別進行廣東話及英語的個人面試及小組討論，讓同學可以親身體驗一下面試過程，不但有助提升面試

技巧，並能增強其自信心，為升中面試作好準備。

營養師計算學校餐盒內的食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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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班主任和家長有約」在去年八月二十六

日順利舉行。當天，新生家長們帶着熱切的

心情，拖着天真爛漫的準小一新生踏進「南

官」。家長們被引領到禮堂出席簡介會，了

解學校守則、課外活動、開學首天通告內

容及其他注意事項、家教會代表簡介會務

等，最後由班主任向各班家長講解小一開課

需注意的事項。而小一同學在課室內互相認

識，並安排參觀校舍。整個活動在愉快的氣

氛中圓滿結束。

    本校於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參加「2016-2017年度南區小

學巡禮」，是項活動由教育局、南區學校聯會、香港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及香港仔坊會聯合舉辦。透過簡介會和參觀校舍，本區的幼稚園家長及學

童能更深入認識本校。

余校長接受主辦機
構致送的紀念品

幼稚園家長了解學生各科的課業

幼稚園家長參觀本校的視藝室，欣賞學生在視覺
藝術範疇的學習情況

小一新生登記進入校園 我們都加入了香港南區官立小學的大家庭

南區小一巡禮及小一適應活動

小一適應班
「大個仔，大個女，升上小一了!」

    兒 童 由 幼
稚 園 升 上 小 一
時，在學習、生
活作息、社交和
情緒等方面或會
出現適應上的困
難，有見及此，
本 校 於 開 學 前
（29/8/2016-31/8/2016）與「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務處」合辦了「小一適應課程」，透過活動和遊
戲，由社工們帶領準小一同學，認識小學的校園生
活，例如：學校的環境和設施、學習技巧和態度、
自我管理、上課規則、朋輩相處等，目的是協助這
些準小一同學盡快適應小學的校園生活。
    學校還邀請了十位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擔
任「愛心天使」，協助社工於課堂上進行活動和遊
戲，以及於小休時指導準小一同學如何排隊上洗手
間、注意進食的禮儀、與同學和諧共處等，好讓他
們盡快融入小學的生活，這些準小一同學很喜歡大
哥哥大姐組，認為他們態度親切友善，開學後也和
他們一起玩耍，使學校像個溫暖大家庭，給予同學
們歸屬感。

一起遊戲，一起上課！

畢業了，與校長、社工和「愛心天使」合照！

    去年九月九日是開學禮的大日子，同學們對開

學禮充滿期待，希望能認識加入「南官」這個大家

庭的新成員。典禮簡單而隆重，先以同學精神抖擻

地高唱校歌掀起序幕，接着由余志賢校長致辭，勉

勵同學為新學年定下目標，向着目標勇往直前。隨

後每位新到任老師逐一與同學會面及作自我介紹。

最後由余校長頒發「愛心大使」獎項，為開學禮劃

上圓滿的句號。

開學禮

余校長頒發本學年第一個獎項─「愛心大使」，
寓意新學年的好開始。

全體同學精神抖擻地高唱校歌。  13



新老師介紹
Miss Dominique

     

  大家好！我是新任香港南區官立小學的王淑德副校

長，很高興能加入「南官」這個大家庭。還記得上學的第一

天，同學們對着我這張陌生的臉孔報以友善的微笑，他們親切的

態度令我心感暖意。更難得的是眼前的一個個小孩「能放能收」，他

們自律的表現，令我感受到南官學生是一群知書識禮的好孩子。

    我在這裏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關懷愛護，學生對老師的敬愛尊

重，在這樣充滿愛的大家庭，正是打造孩子成功的地方，秉承校訓：

「積極人生，盡我所能」，我們要培育出有自信心的孩子，讓他們勇

於承擔，敢於面對挑戰，踏上成功的終點線。

      為人師表，我肩負着陶鑄莘莘學子的

責任，以培育學生「志於道，據於

德」為目標；各位同學，你們也

要為理想定下目標，為目標

努力和堅持，創造豐盛的

人生。

   

本人今年新入職香港南

區官立小學，主要任教英

文、體育及常識，亦負責本校

之足球隊。還記得初到學校時，

很多地方均要適應，幸有一班熱心同

事，幫助我融入，感到這是一所充滿關愛

的校園。

    校園裡學生親切活潑的笑臉，有禮的招呼，都讓我感

到快樂溫馨，也帶給我每天工作的動力。期望日後與眾同

工一起努力，使我們的學生在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下愉

快地學習。

   

大家好！我是蔡寶珠主任。

我覺得教學是一項很有挑戰性

的工作，能夠加入香港南區官立

小學，使我感到十分榮幸。老師們

親切的態度、學生們率直的笑臉，使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本年度我任教中

文科和普通話科。此外，我也是課外活動

主任，主要負責給同學們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

動。我相信通過參與活動，同學們可以學習與人溝

通和合作、豐富生活的體驗和發揮自己的潛能。

我願竭盡所能，讓同學們能突破自我，領略學

習的樂趣，抓緊成功的機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ss 
Dominique and I’m the new NET at Hong 

Kong Southern District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I’ve been a teacher in Hong Kong for 4 years 

and enjoy it very much. I teach a reading and phonics 
programme to P1 – P3 classes and prepare fun English 
game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I think that learning 
through fun helps foster students’ interest in English and 
gains their trust. Through building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 all work together in promo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and develop new 
ways for students to learn. Because reading is a sustainable 
way to learn many, many things independently, our Home 

Reading Programme is one way to encourage 
reading to students. We hope that you 

have been enjoying reading with your 
child as well. My other interests are 
reading, travelling, technology 
and cooking. I hope to see you 
around soon!

By Miss Dominique

王淑德副校長

Miss Wong

陳佳倫老師

蔡寶珠主任

 

  Hi, I’m Miss Wong, the new 
teacher at HKSDGPS. I teach English 
Language, General Studies and I.T. this 
school year. The students are all lovely 
and the teaching fellows are professional 
and friendly.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P.3C class teacher. 

I am glad to see the growth of all P.3C’s boys 
and girls. Every student has unique strengths and 

characters; it is our tasks as teachers to provide enough 
opportunity and support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to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s about learning. I hope that all boys and 
girls can learn more on sharing, forgiv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others. Keep it on and 

strive onwards!
  I am definitely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members 
in HKSDGPS.  I’m really 

enjoying myself, too! 

劉礎慇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

劉礎慇老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

及體育科，亦是排球隊和籃球隊的負責老

師。作為香港南區官立小學的新成員，我能

夠感受到成員們彼此之間的信任和支

持。這一股力量令我很快就能投

入到這個大家庭，而且同學們

的活潑和笑容是我努力下去

的動力。我期望能夠做到教

學相長，並且能夠出一份

力，繼續與老師們給同

學營造一個良好的校

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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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選舉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選舉」於去年十月二十九日舉行，大會上分別頒發家長義工嘉許狀及傑出家長

義工感謝狀，表揚各位家長義工為學校服務的貢獻，並公佈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結果。當日亦很榮幸邀請到香港大學

心理學系譚麗薇小姐（社會及健康心理學實驗室項目主任）主持講座，有助家長認識發揮子女腦潛能的方法。

感謝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全體委員為家教會付出的努力。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姚松炎教授（中）主持會員大會。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校友會

親子齊種水仙花
    為答謝家長義工對家長教師會活動的支持，家長教師

會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當日

的節目十分豐富，首先進行集體遊戲，家長玩得既投入又

開心，在遊戲中贏得大獎的家長更是難掩興奮。到了緊張

刺激的大抽獎環節，由余校長、李副校長和王副校長抽出

多位幸運兒。在大食會上，難得聚首一堂的家長邊吃邊暢

談甚歡，充滿歡樂的氣氛。這天家長義工一起歡度普天同

慶的聖誕節，人人盡慶而歸。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校友會

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

日）於新界流浮山深灣畔舉行

燒烤同樂日，當日天朗氣清，

正好是燒烤的好日子，約三十

多人的校友於下午齊集，有

資深的校友談談生活瑣事；

有大專界的校友訴說心聲；

更有剛畢業的校友暢談初中的校園點滴。是次活動真的做到

促進校友間之友誼，以及與母校的聯繫的目的呢！

    素來深受家長歡迎的

親子齊種水仙花班分別於

去年十二月九日及十日舉

行，今年家長教師會很榮

幸繼續邀請到家長委員許

李靄婷女士親臨指導家長

水仙球的技巧和浸養水

仙花的方法。活動上，家

長與子女難得有機會一起學習，他們合力 水仙球，看看

他們手持的成果，臉上流露出的笑顏，感覺十分溫韾。

    學校為了加強與家長的溝

通，學校分別於九月十日及二十四

日兩個星期六上午與各級家長舉行

家長教師座談會。余志賢校長亦藉

此機會與家長會面，講解學校未

來發展方向、教學政策，促進家

校合作。

    禮堂的講座完結後，是家長與班主任及科任教師直接會面

的時間，讓家長認識孩子在新學年的學習情況，以便家長在家

中管教子女時作出相應的配合，大家衷誠的合作，以致在指導

學生的工作上收事半功倍之效。透過家校溝通和合作，家庭和

學校的功能得以充份發揮，有助兒童健康地成長。

出席聖誕聯歡會的家長義工來一張大合照。

許女士用心地示範

水仙球的方法

三代校友齊聚首  深灣畔燒烤樂繽紛

資深校友談談生活往事

約三十多位校友一同大合照

家長教師座談會
加強家校溝通  協助學生成長

余校長向家長講解學校
未來發展方向

家長們在禮堂留心聆聽講解
以繞圈形式進行分享，
可促進溝通

媽媽和兒子

一起學習
水仙球，真
是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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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成績

2D 葉  程 冠軍

6A 梁俊銘 冠軍

6A 張    冠軍

6A 蘇頌恩 亞軍

2D 黎凱嵐 季軍

6B 王越亭 季軍

班別 姓名 獎項

1D 宋紀言 冠軍

2C 鄭希林 冠軍

4A 李嘉 冠軍

2D 黎凱嵐 亞軍

4B 羅倩敏 亞軍

1B 林冠中 季軍

2C 李晉浩 季軍

3A 郭焌鏗 季軍

4C 朱熠堅 季軍

5A 李鎮熙 季軍

5A 梁子峰 季軍

6A 蘇頌恩 季軍

6B 邱敏嘉 季軍

班別 姓名 成績

2D 葉  程 冠軍

2D 黎凱嵐 亞軍

5A 袁卓諾 亞軍

5A 郭  熹 季軍

家長日

促進家校溝通  了解子女在校生活
    為促進家校合作，學校於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日，目的

是讓老師與家長就同學上學期在校的品行、學業及家中的表現互相溝通，

雖然一年級未有考試，但教師亦會跟小一的家長分享學生在校的情況。校方更安排書展，介紹不同的課餘自學資源、中英文課

外讀物及多媒體學習電腦光碟，讓家長與學生選購，達到善用餘暇和提高學業水平的目的。

    現今為人父母具挑戰，要做個稱職的父母，是需要學習的，認清自己的角色，才能引導孩子、教育孩子。良好的「身教」示

範，將是孩子最不費力的學習！今年，學校派發的參考資料名為【為人父母123】，希望家長可以明白內文，與學校攜手教導我們

的孩子。

家長與班主任面談

同學在選購合適的圖書

    本學年，學生於「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的粵語、英語及普通話朗誦比賽中表現卓越，共奪得優良獎狀151人次，更

有23人獲得冠、亞或季軍獎項：

香港學校朗誦節－共慶豐收

粵語獨誦 英語獨誦（English Speech）

普通話獨誦

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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