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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致力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我們除了重視學生學業成
績之外，更支持學生發展他們的體藝才能。因此，本校於 2018

年 5 月 18 日舉行「學生綜藝匯演晚會」，讓更多同學踏上舞台，發揮
他們的體藝才能和培養他們的自信心，同時亦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
的生活及課堂以外的潛能。當天，同學們的精彩表演，獲得台下觀眾
熱烈的掌聲，對他們來說，定必是一個難忘的經歷。

學生綜藝匯演晚會

看 ! 精神奕奕的司儀和四位活動可愛
的小司儀為晚會增添不少色彩

校長和家長教師會委員都十分
欣賞同學全程投入的演出

一群活潑可愛的同學以唱遊的形式
演繹《歡樂玩具城》的故事

高難度的動作，難不到我們
南官的跆拳道班同學的 動力十足的同學以富強烈節奏感的舞蹈去演繹《Joy 

To The Kitchen》和《情同手足》，十分精彩

雄糾糾的醒獅隊為
晚會掀起了高潮

合唱團以嘹亮的歌聲唱出美妙的樂曲

中樂團的同學以一首《滄海一聲笑》樂曲為晚會展開了序幕 管樂團的同學吹奏出悅耳的音樂，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舞藝出色的同學拿着小木凳去演繹苗
族人舞姿，贏得觀眾不少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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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省西安市，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歷
代古都，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樞鈕，要回望歷史的

足跡，遠瞻國家的發展，實地到西安考察交流，可說是
最方便的法門。學生透過親身遊歷，認識中華民族的悠久歷

史文化，感受漢唐盛世，了解古絲路起點的重大使命，有助認

識國家近年倡議的「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一帶一路」的構

想既是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也是香港下一代融合國家，融合未來世

界的大好機遇。我們聯同海壩街官立小學及將軍澳官立小學聯合主

辦「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小學生陜西之旅」，逾百位官立小學師生

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到西安進行參觀及交流。在出發前一個

月，我們更特意舉行啟動禮，向參加的同學及家長簡介交流團的目

的及學習任務，讓三所學校的學生預先蒐集有關西安的景點及學

習資料，帶着探索精神向西安出發。

小學百人齊集誓師，場面盛大的啟動禮
　　2 月 3 日上午，我們三間官立小學共百多名團員，穿上了
鮮黃色團服，齊集將軍澳官立小學禮堂，出席「香港百人學
生一帶一路小學生陝西之旅」啟動禮。我們十分榮幸邀請了
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女士及一眾嘉賓𦲷臨主禮。
　　當天，得到教育局副秘書長康太的訓勉及陜西省海外聯
誼會副會長鄧海東先生的鼓勵後，同學們以高昂的士氣唱出
團歌《龍的傳人》，揭開了西安交流旅程的序幕。這一刻，
每位同學對西安之旅都充滿期待，承諾會盡心盡力學習。

我們正在參加西北大學附小升旗禮

學習繪製馬勺

學習製作創意泥塑

三所學校在啟動禮上大合照

與國內同學學習京劇造手 在漢陽陵前穿着漢服，
學習傳統禮儀

教育局副秘書長
康陳翠華女士致辭

與國內同學一起學習篆刻

團員合唱團歌《龍的傳人》

香
港
百
人

學
生「
一帶一路」

小

學
生
陜
西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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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6 日，同學前往東韓村學習剪紙和繪畫農民畫，農民畫家潘曉玲教授清晰及扼要
的指導，教同學有技巧地剪出「囍」字及畫出「連年有魚」意筆畫；大家在農家品嘗清新的
午飯後，一起前往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感受大明宮的規模，在欣賞 3D電影《大明宮傳奇》
後，更在大明宮考古探索中心，模擬考古現場探秘。黃昏遊覽具有 600 多年歷史的大型古城
牆，體驗古人的情懷。
　　3月 17 日，同學前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參觀，之後到工藝廠體驗兵馬陶俑的製作；
午後參觀陝西歷史博物館、大慈恩寺和大雁塔，感受兵馬俑規模之宏大，國寶級文物之精細，
以及現今對文物保存的態度，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留下深刻印象。
　　3月18日，同學前往漢陽陵參觀，認識西漢之陵寢、更試穿漢服、學習古代禮儀。最後，
大家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乘坐下午的航班返港。
　　這次五天四夜的交流活動，富有知識性及趣味性，達致寓學習於旅遊的目的；在行程期
間，同學們寫名信片寄回予香港的家人，學習以傳統的方式表達心聲。同學們均認同從實際
體驗中學習，可讓他們掌握課本以外的歷史知識！同學們在分享晚會上踴躍發言，對兵馬
俑、閻良航空城、陝西的文化及食物印象難忘，更要把所見所聞與其他同學及家長分享。

認識西安為絲路發源地，親身了解古都繁榮盛勢
　　3月 14 日，同學齊集香港國際機場，浩浩蕩蕩地乘飛機往西安，抵
步後隨即參觀西安鐘樓、鼓樓及回民街，初步了解當地的歷史建築及文化
風俗。
　　3月 15 日，同學大清早前往西北大學太白校區附屬小學進行交流活
動。我們在西北大學附小校長紀勇先生的帶領下，與該校全體師生共同參
加了莊嚴而神聖的升國旗儀式。三所官小同學一起唱出《龍的傳人》，而
該校五年級學生朗誦《年代歌》，互相交流，場面壯觀。紀勇校長在歡迎
儀式上介紹了西安的悠久歷史和該校的辦學特色。在三所官立小學和西北
大附小相互贈送紀念品後，同學們分為四組進行特色課堂體驗，分別是繪
製馬勺、創意泥塑、篆刻印章及京劇欣賞。課堂體驗後，同學繼而參觀西
北大學博物館，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趙叢蒼先生為大家主講了「博
物館裏話考古」，趙教授精彩的介紹，讓同學對考古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餐後往閻良航空城的航空實訓中心參觀，同學們專注地了解各種飛機結構
和不同功能，認識國家航空科技的發展，真是眼界大開。

同學親身製作「兵馬陶俑」在東韓村體驗農民藝術 我們參觀大雁塔

同學們親眼目睹兵馬俑，十分壯觀

我們在大慈恩寺前留影

4A李東洛家長(鄭佩儀女士)

    東洛返家後，仍滔滔不絕地

細數西安的所見所聞，使我對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這個說法，有更深的體會。這次

西安之旅，令我加深對校長及老

師們的敬佩，師長們對學生關切

之情，在啟動禮上已令我印象深

刻，老師們會擔心同學們穿衣夠

嗎？衣領懂整理嗎？照顧得無微

不至！在五天的西安之旅，師長

們把每天每刻的點滴拍攝下來，

附上生動的簡介，通過校園電子

訊息發放給各位家長，一眾家長

雖然沒有隨團出發，但已像身處

其中，一同感受每個精彩時光。

4B 李彥誼家長 (唐蘊兒女士 )

    這五天的行程相信是對 32 位

四年級同學及其家長們都是一個

考驗和挑戰。身為家長，由預備

行裝到機場送行，心情真是百感

交集！由旅程一開始，我們便從

不間斷地收到老師們發出的訊息

和照片，看到同學們遊覽陜西眾

多的景點、品嚐地道的食物、與

當地學生交流⋯⋯心裏突然有一

剎那的感動！原來他們已經不再

是我們父母眼中的小寶寶，他們

已開始獨立和懂得照顧自己了。

最後，藉此機會，多謝校長和老

師們多日來的悉心照顧，令陝西

之旅劃上完美的句號。

4C 馬偉諾家長 ( 黃惠珍女士 )

    這幾天的交流給小朋友一次充實和豐富的學習經歷，給他們一

個不一樣的旅程，令他們了解更多歷史和科技資訊，真是獲益良多。

4D 梁柏盈家長 ( 卓瑞兒女士 )

    在這次活動中，我發覺柏盈已學會獨立，在校長及老師們的帶

領下，讓她知道做人要懂得尊重團體、尊重別人、學習與人相處之

道。並且能令她曠闊視野，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

4D 陳烺楨家長 ( 呂紹琼女士 )

    這次學校舉辦的西安之旅，令我的女兒大開眼界，讓她認識

很多關於西安的事情⋯⋯。在外遊期間，與同學的相處，與內地

同學的交流，都令我女兒獲益良多。另外，學校即時發報活動情

況的貼心安排，也令到我很放心，如影隨行。我感謝校長及老師

們的照顧。

同學們在鐘
鼓樓前留影

於閻良航空城認識飛機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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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
學校計劃

兩天交流團
　　姊妹學校計劃兩天交流團於 26/4-27/4/2018 圓滿
舉行。行程的第一天，同學先前往深圳少年宮參觀，
他們體驗到不同的科技玩意，樂趣無窮。接着便來到
世界之窗遊覽，同學能近距離欣賞到世界各地的著名
建築，真是眼界大開。
　　行程的第二天，我校師生一行四十多人，帶備平
板電腦和 VR 虛擬實境眼鏡，浩浩蕩蕩來到深圳市仙桐
實驗小學進行交流活動，兩校的同學有機會一起學習，
真是一次難得的體驗。最後，同學來到深圳書城，他
們對眼前琳琅滿目的書籍愛不釋手，盡情選購書籍，
滿載而歸。 師生在深圳少年宮門前來一張大合照

我們來到世界之窗，真是聞名不如一見

同 學 對 新 奇 的 科 技
展品都充滿好奇

可 以 親 身 體 驗 科 技 設
施，同學都十分雀躍

同 學 來 到 英 國「 倫 敦 塔
橋」和「國會大廈」遊覽

兩校同學在互相介
紹，加深認識

兩校同學用平板電
腦交流學習兩 校 同 學 一 起 在 課 堂 學

習，真是難得的體驗

同 學 參 觀 深 圳
市 仙 桐 實 驗 小
學的校舍

同學在深圳少年宮參觀科技展品

同學在「艾菲爾鐵塔」前留倩影

兩校師生來一張大合照，為這次交流活動劃上完美的句號

同 學 很 快 便 打
成 一 片， 一 起
進行小息活動

同學來到深圳書城，置身在書海之中，
對眼前琳琅滿目的書籍愛不釋手

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的同學正透過
VR 虛擬實境眼鏡「到南官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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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專業 發展
參與中文大學的支援計劃

中文科校本支援服務

　　本年度三年級常識科參加了香港
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劃。
　　首先，三年級科任老師分別於 9
月 22 日及 23 日到中文大學參與工作
坊，學習透過課程的發展、規劃及調
適，以及不同的教學策略，讓學生培
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中文大學支援組隨後於 10 月至
12 月到校七次與科任老師為優化教學
進行研討，擬訂不同的自學工作紙和
教學活動。
　　1 月初，各科任老師分別於各班
進行教學。學生善用各自的自學工作
紙，大大提升了他們對教學內容的興
趣和掌握，亦提升了他們對教學活動
的投入。
　　最後各科任老師於 3 月 24 日到香
港中文大學與其他學校進行分享。整
項支援計劃效果令人十分滿意。

　　回應 21 世紀對人才的要求，本校期望藉良好的課
程規劃、優質的課業設計，照顧學習者多樣性，讓每
位學生都能「善於學習、樂於學習、終身學習」，具
備自主學習的能力。為了發展適切的中文科校本課程，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張淑明博士
為本校提供教學支援服務。張博士和中文科任老師共
同備課，一起設計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

參加分享會，余校長與老師們合照

我們高興地展示作品

猜猜我是哪一種動物？大家都熱烈地舉手回答

張博士與中文科任老師共同備課

學習充滿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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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haring

To live, to act, to perform with confidence

On Tuesdays, it’s English Day! Students do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book sharing which they talk about a book they read and broadcast it 

on campus TV. Apart from the information on the book cover, students give a 
brief summary, talk about their favourite characters, the setting, conflicts and 
resolution, and the best parts in the book. Additionally, they can illustrate their 
favourite scene with drawings and colour. This activity helps develop students’ 
appreciation of reading, story-telling,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and gives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it with their schoolmates as well.

On Fridays, we held the drama class with select P4 to P6 students. The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 energetic and fairly independent, taking on roles on their own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them. This year’s drama performance 
was the classic tale “The Sky is Falling In.” It’s a playful 
show involving a flock of feathered animals, fairies and a 
monarch that break into song, dance and occasional comedy. 
The backdrop and costumes were rich in colour and variety, 
as were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efforts in putting it all 
together. The students worked hard on delivering their roles 
with appropriate tone and body language, and the experience 
nurtured not only their creativity but also their confidence in 
stage performance, drama and English.

Delivered by a keynote speaker, Jenny 
Chung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on 

the topic of ‘How to read and write better’. 
Our Primary 6 students have been presented 
with engaging and powerful information about 
developing reading and writing proficiencies 
on 31st May 2018 respectively. Strateg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will empower them to posses the literary skill to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future.

On  2 5 t h  M a y ,  a 
workshop organised by 

SCHOLAR for participants 
t o  l e a r n  a n d  p r a c t i c e 
basic acting skills through 
instruction, theatre games, 
exe rc i se  and  ac t i v i t i es 
designed to teach whi le 
having fun. Instruction is geared to stage acting with some 
introduction to acting for other media as well. Topics include 
character development, monologue work, scene work, timing, 
movement, pantomime, voice, and much more.

Th i s  y e a r ’ s  M o v i e 
Appreciation was for the 

movies “Smurfs – The Lost 
Village” for P4-6 and “The 
Snowman and The Snowdog” 
for P1-3. The movie was 
appropriately themed with 
the students shar ing the 
excitement in watching an English film with their friends. 
They’re also tasked to answer a fun worksheet afterwards. 
Watching a movie was a fun and entertaining activity and 
nurtures an appreciation of English in an engaging way.

Welcome to our book sharing programme

What is your favourite character
Please lend it to me

This is an interesting book

How to read and write better  workshop

Drama workshop by 
SCHOLAR

Movie appreciation

Excitement and surprise! What a show

We are focusing

What about this anwer Our guest speaker

What a difficult question! 
Give me an idea

Listen, something st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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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日
　　為鼓勵大家於課堂外多動腦筋，
將數學融入生活，本年度於 5 月 4 日
下午舉行「數學日」，是日活動分成
攤位遊戲及短片欣賞兩部分。高年級
學生在數學科老師帶領下負責設計數
學科各個範疇的活動及主持攤位遊
戲，同學們積極參與，亦投入欣賞不
同的活動。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的攤位遊戲

同學參與時還要手腦並用

數、圖形與空間、度量等不同的數學範疇遊戲攤位我要儲滿獎印

數學科校外比賽成績
比賽名稱 參加學生 獎項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5A 陳祖僑 5A傅思皓 個人賽銀獎
5A鍾尚樺 個人賽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9 人；二等獎 13 人；三等獎 26 人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A梁君諾 銀獎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8（華南賽區）晉級賽

特等獎 1人；一等獎 5 人；
二等獎 6 人；三等獎 14 人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

1D林子蓁 銅獎
2A梁君諾 金獎

第二屆世界菁英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5A 黎朗言 5A 吳宗貝 5A 蘇俊康
5A 王俊樂 5B 潘樂汶

團隊二等獎，
Gauss Trophy

5A 蘇俊康 5A 王俊樂 優異獎
5B 潘樂汶 銅獎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8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3 人；二等獎 3 人；三等獎 2 人

第十三屆中西南區小學數學邀請賽 5A傅思皓 個人賽優異獎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
暨 第 47 屆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1C邢嘉宜 2B余朗熙 4A李東洛 三等獎
5A鄭伊庭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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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常識科課程，二年級同學於二月份參觀
香港仔消防局。參觀當天，消防員耐心地講解消防
局內的事物，同學們都專注地聆聽和觀察。同學們
對消防裝備感到新奇，並主動地向消防員提問。
　　這次參觀後，同學們對於消防局內的設施、消
防員的工作、消防裝備及救援用品等方面有更深的
認識，實在獲益良多呢！

參觀香港仔消防局

　　五年級學生於2月27日及3月13日參觀香港科學館。
透過展覽、趣味科學節目及親身操作展品，讓同學們發
現更多的科學原理。同學們重點參觀有關光學、鏡子世
界、聲學及磁電廊等的展區。同學們操作互動展品時很
投入，更與老師討論，鞏固課堂所學的科學知識。是次
參觀能讓同學們對光、聲及電的世界加深認識，同時亦
能體驗探索科學的樂趣。

參觀香港科學館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本年2月6日及2月7日，四年級學生獲安排參觀
水務署「水資源教育中心」。透過是次參觀活動，
同學們能進行有趣的遊戲和實驗，有助他們更具體
地掌握有關水循環的概念。在參觀過程中，同學們
不但明白了珍惜水資源的重要，而且能對如何實踐
環保的生活有更多的認識。

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同學們留心聆聽
導賞員的講解

同學們探究不同主
題的科學展品

同學們享受學習
科學的過程

學生們用心聆聽消防員
講解消防裝備及設施

同學難得有機會穿著
消防衣扮演消防員

大 家 一 起 學 習 新
知識，大開眼界

同學們與消防員作近距離的
接觸，表現得很興奮呢

同 學 們 十 分 享 受
活動的過程呢

同 學 認 識 使 用 花 灑
與節約用水的關係

同 學 們 留 心 聆 聽 導 賞 員 講
解有關水循環的知識

透 過 動 手 操 作，
同學們認識更多
科學知識

大家在水務署專用車前拍照留念

參觀展覽廳後，同學們一起合照

　　為配合學生的常識科
學習，並讓學生體驗全方
位學習精神，四年級學生
在6月21及22日前往香港
歷史博物館參觀「香港故
事」展區，館內展品豐
富，大家獲益良多。

同學很高興參觀「香港故事」

同學們留心聽導賞員講解

教 育 性 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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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年度視覺藝術科校外比賽各得獎項目
花好月圓照大街中秋晚會
之「社區新面貌」
填色比賽 ( 初小組 )

冠軍 4A 楊其臻
亞軍 2C 郭媐玥
季軍 4D 梁鎧然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4D 梁鎧然
優異獎 4A 楊其臻	 6A 梁樂心

嘉許獎

2A 伍穎芯	 2C 凌心兒
3A 鄭卓傑	 3A 潘珮瑩
3B 蕭博謙	 5B 潘樂汶
6A 謝子康	 6B 曹國俊
6C 鄭皓尹

「復元 Be	My	Way ！」
親子四格漫畫填色比賽

冠軍及全場
最感動大獎 2C 郭媐玥

優異獎 1D 黃考孜	 2A 伍穎芯

入圍獎 2C 鄭卓穎	 3A 潘珮瑩
3B 萬晉浩

繽紛 20 載慶回歸嘉年華
暨填色創作比賽 ( 初小組 )

亞軍 3A 馮熙淘

優異獎 1A 梁子力	 1D 黃考孜
2A 伍穎芯

繽紛 20 載慶回歸嘉年華
暨填色創作比賽 ( 高小組 )

冠軍 4A 楊其臻
季軍 4D 梁鎧然
殿軍 4A 李芯賢
優異獎 6C 黎芷婷	 6C 鄭皓尹

香港花卉展覽 2018
學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 4A	李芯賢

「與鯨同行」2018 港島區
小學填色繪畫比賽

低級組	
季軍 1C 邢嘉宜

中級組
冠軍 3A 馮熙淘

中級組
亞軍 4A 李芯賢

中級組
優異獎 3A 高宏謙

高級組
冠軍 6C 鄭皓尹

高級組
亞軍 5A 鄭伊庭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
2017/2018 親子天色比賽 冠軍 1D 黃考孜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校外視藝比賽，讓學生有一
展才華的機會，學生都踴躍參與，全年度獎項臚列如下：

　　3 月 16 日 ( 星期五 )，12 名同學隨老師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
「香港花卉展覽 2018 學童繪畫比賽」。同
學們透過筆觸和色彩，在作品中展現花卉展
品的美態，從中享受戶外寫生的樂趣。同學
的作品各具特色，表現了個人的獨特風格，
當中 4A 李芯賢同學以大麗花為繪畫主題，
作品榮獲優異獎。

　　本年度上學期視覺藝術科舉行
「活現書中人」視藝創作比賽。
大部分同學利用平板電腦，通過
Quiver	app，把繪畫的書中人物，以
多種不同的虛擬實境立體地呈現出
來，課堂充滿趣味，同學雀躍萬分！
另外，高年級同學及藝術創意小組
也利用 3D	Pen 及在數碼繪畫漫畫工
作坊中，體驗另類視覺藝術媒介，
互相觀摩，互相學習，所繪製的作
品維妙維肖，大家都興奮不已！

繪製 3D 的樹木很翠綠

自製 3D 眼鏡多美麗啊

視藝科 花展

STEM作品

數碼繪畫漫畫工作坊

繽紛20載慶回歸嘉年華
暨填色創作比賽作品

第二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作品

藝術創意小組同學，對數碼繪畫漫畫深感興趣，樂在其中

3A 馮熙淘 4A 楊其臻

無論高低年級同學，能把自己繪畫書中的人物立體地呈現眼前，無不雀萬分

虛擬實境呈現立體作品

3B 蕭博謙 嘉許獎 6A 梁樂心 優異獎4A 楊其臻 優異獎 9



SKY100
　　學校於 5 月 25 日帶領了學生到「天際 100
香港觀光台」參與天際動感虛擬體驗活動，學生
除了乘搭觀光巴士遊覽社區，認識香港建築物及
歷史。另外透過應用程式的 A	R 拍攝功能與像真
度極高的建築物實現高空之旅，欣賞香港景色。

小息活動    多采多姿
　　本校設有多元化的小息及午息活動，讓同學分享遊戲的樂趣。同學可在一樓多
用途場地參與乒乓球、康樂棋、足球機活動，也可在籃球場參加籃球機、射龍門等
體育活動，藉以舒展筋骨。此外，本校亦增設多款益智遊戲，讓學生在課室小息時
與同學玩樂，彼此增進友誼。

地下的建築物很有趣呢

Go!Go!Go!

看 ! 我們運用應用程式，成功了

我們在觀光巴士前拍照留念

誰入球最多

我們專注地找答案

看誰勝？誰負 康樂棋真好玩

下棋樂趣多我們最愛打乒乓球10



傑出服務生選舉
　　為了表揚不同團隊熱心服務的同學，學校於 6
月 15 日舉辦了傑出服務生選舉。本年度還增設午膳
風紀隊長、午膳風紀及車長的選舉，藉此鼓勵不同
團隊的團員，從而提升各服務生的自信心。
		 	 	 	 	當中最令同學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讓全校師生投
票的服務生團隊，候選的服務生在午息時間帶領其助
選團到各個課室拉票，聲勢浩大。部分助選團成員
只是一年級學生，年紀輕輕就能與高年級的同學一
同體驗「走出課室」的校園生活。各候選人及其團
隊更於6月15日的下午在禮堂進行最後的拉票環節，
好讓同學回到課室後利用平板電腦作出明智的選擇。

水果月
　　學校於 2 月 26 日 至
3 月 25 日進行「水果月」
活動，並於 3 月 6 日舉行
了「水果日」，從而鼓勵
學生多吃水果。本年度的
「龍虎榜大比拼」活動中，
2D 及 6D 班學生參與率達
100%，成績實在令人鼓
舞！	另外，我們更參與了
「水果漫畫填色及創作比
賽」，學生作品不俗呢！

傑出服務生選舉結果如下：
校園通大使 6A	陳溢翹
I.T. 大使 6A	譚穎怡
體育大使 6B	梁智豪
午膳風紀隊長 6A	鍾健樟
午膳風紀 4C	梁仲軒
車長 6A	鄭愛霖
圖書館管理員 5A	鄭伊庭
閱讀大使 5C	陳朗軒
有職級風紀 6A	李嘉汶 6A	鄭愛霖 6A	何尚螢
一般風紀 4A	陳倩瑜 4A	張樂言 4A	徐荻茵

4B	莊愷源 4B	袁晞晴

同學準備了水果回校

看！我們的水果多精緻

助選團的情緒亦非常高漲

候選的服務生派發單張，
呼籲同學投票

候選人把握最後的拉票環
節，呼籲同學投票 助選團包括低年級同學

亦為候選人站台

3A 鄭卓傑

2A 伍穎芯

4C 梁仲軒 6C 鄭皓尹

齊來分享吃水果的樂趣

候選的服務生帶領助選團
到課室拉票，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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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小義工訓練計劃

公益少年團日營

公益少年團團員周年大會操

　　公益少年團本著「認識、關懷、服務」的宗旨關愛社群，本校團員亦在小義工訓
練計劃中接受專業社工的培訓，學習和別人相處及帶領活動的技巧，並於 2018 年 3 月
10 日到鴨脷洲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探訪長者，其間大家一起製作祝福掛飾和唱歌。

　　五年級公益少年團團員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到西貢戶外康樂營參加南區
公益少年團日營，各南區小學團員代表聚首一堂同唱團歌，並參加了各項康
體活動和集體遊戲，同學們均盡興而歸。

　　四年級公益少年團於 2018 年 1 月 30
日 ( 星期二 ) 下午到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
出席公益少年團周年大會操，代表本校領
取二零一六 / 一七年度公益少年團傑出團
隊獎。

四年級公益少年團代表領取傑出團隊獎

小義工和中心長者一
起製作祝福掛飾

婆婆，這樣做

探訪長者前預備工作

小義工大合照

小義工用心地製作小手工

團員進行各種康樂活動 單車樂無窮 投入集體遊戲中同唱團歌

同唱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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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交通安全會一直透過
教育向青少年隊員灌輸交通安全的基本常

識，使他們清楚了解使用道路時應持有的正確態
度，從而推廣至同輩及家人，令交通安全常識得以廣泛

宣傳。5 月 25 日該會兩位長官 ( 馮焯麟署理總隊監及曾汝汶
署理總隊監 ) 到校探訪本校隊員，鼓勵各隊員發展個人潛能，
服務社會，為推廣交通安全的活動作出貢獻。

　　本校一向鼓勵同學積
極參與社會公益事務，4 月 7 日正值

匡智會舉行一年一度的的賣旗籌款活動，
有見及此，本校公益少年團及交通安全隊義不
容辭地響應該活動。為了加深親子關係及為社會公
益盡一分力，學校誠邀各家長一同參與，在此就家長
對慈善公益事宜的支持，謹致萬二分謝忱。

香港交通安全會到校探訪

　　3 月 8 日我校 30 名制
服團隊同學由老師帶領下前往荃灣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參與「天文千
里眼」環境教育課程。
　　當日導師透過實習活動，讓同學認識天文望
遠鏡的用途和原理，體驗專業級天文望遠鏡的運作，
同學有機會參觀香港第一所擁有巨型望遠鏡的天文

館，而館內的 0.5 米口徑的
主鏡是當時全東南亞最大的
望遠鏡！
　　最後，每位同學都親
自製作一個望遠鏡紙模
型作為留念，藉此啟發
同學對天文的興趣。

天文千里眼

親子賣旗活動

父子兵齊上陣

大家來一幅大合照

總有媽媽的鼓勵

本隊總隊長向長官報告本隊情況

完成使命
為善最樂

做善事就是一
顆快樂的心

隊監了解隊員的學習情況

同學們共同組裝一支望遠
鏡，並進行測試 同學們在巨型望遠鏡前拍照留念

製作望遠鏡紙模型 利用專業望遠鏡實地觀察

大家列隊整合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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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本校五年級學生在
香港大學科學外展隊的帶領下，進行
了一次科學探索之旅。香港大學科學
外展隊透過有趣的實驗，喚起學生對

科學的興趣和積極性，讓他們探索教科
書以外的各種科學知識，應用科學方法
於日常生活來解決問題。第一個活動是
製作隱形墨水，這個實驗讓學生明白酸
鹼度對顏色的影響。第二個活動是做火
山爆發實驗，原來將梳打粉加入白醋，
會有中和作用，放出二氧化碳，形成火山
爆發現象，真是有趣！

 
The Amazing Earth Show was brought to our P4-P6 students on 21st March 

2018 by Croucher Science Week. The show was presented by leading science 

communic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engage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a series of performances and interactive workshops. It sets out to stimulate 

natural curiosity, teach scientific methods and approaches, and to help our students to explore inquires of 

science. After the show,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ponder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science.  

科學探索之旅

「綜合學科問答比賽」

Croucher Science Exploration

That’s it Go! Go! Go

What will happen

The fun begins

一切準備就緒，賽事即將開始

同學充滿自信地回答問題
評判及各位服務生同學都
認真地監察賽事進行 台下同學踴躍舉手，希望得台上參賽

同學邀請作答認真地監察賽事進行

　　為提升同學對各學科的興趣，以及對時事的關注，本年度於 6 月 15 日上午舉行了各級
「綜合學科問答比賽」。比賽當日，台上參賽的同學落力作答，而本年度增設台下作答環
節，每位同學都踴躍作答，希望為自己班再添好成績，場面好不熱鬧。
　　各級同學表現投入，氣氛既緊張又興奮，每位同學都本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精神參與，各級都在公平融洽氣氛下順利完成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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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校外比賽成績

　　本校東方舞組於 1 月 28 日	 ( 星期
日 )	到元朗劇院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學
界舞蹈協會舉辦的「第 54 屆學校舞蹈
節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比賽」。
東方舞組以苗家板凳舞起來一舞獲得

甲級獎的殊榮。內容
講述一群天真活潑的
苗族小女孩如何隨手
拿起板凳舞起來。

				為了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學校與社區志願機構「香港仔坊會」
於 3 月 23 日共同舉辦了「愛和諧」攤位活動，是次活動的目的是
加強傳達朋輩間和諧相處的訊息，希望同學能夠從遊戲中愉快學
習，明白和諧相處的重要。
		 	 	是次活動還邀請了學校的家長義工協助，使活動能更加順暢進
行，家長及學生都能積極參與，樂在其中。

看看低年級同學，排隊很守秩序，
滿臉歡欣

看看高年級同學，齊來動腦筋，十分投入

同學於地壼球興趣班中
專心聆聽教練的講解

「小學生單車同樂日」活動
乒乓球隊乙組取得港島西區學界
比賽殿軍，甲組亦進入八強

友校接力賽

籃球隊於港島西區學
界比賽中取得優異獎
成績 ( 八強 )

謝利連摩史提頓來了同學踴躍回答問題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1A 張俊熙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1A 杜曉晴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季軍
2A 阮懷進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良好
2B 蘇柏琛 分級小提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2C 鄭卓穎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2D 章辰逸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優良
3A 張偉良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良好
3A 譚晉棋 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優良
3A 吳梓諾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4A 陳倩瑜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良好
4A 梁銘芯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良好
4D 葉 雋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5A 容卓言 聲樂獨唱 - 外文歌曲 -13 歲以下 良好
5A 蔡柏熙 二胡獨奏 - 初級組 優良
5A 陳子祐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
5A 黃琛然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良好
5A 鄭詠天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優良
6A 陳溢翹 分級鋼琴獨奏 － 六級 優良
6B 黃俊彥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優良

參賽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演繹作品 作者
郭栢熙 2C 怪獸發電廠 費爾修思
潘珮瑩 3A 拇指姑娘 安徒生
鄭希林 3B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尤塔 . 鮑爾文
劉希南 3B 怪獸發電廠 費爾修思

3A 潘珮瑩演繹
《拇指姑娘》

3B 劉希南
投入演出

3B 鄭希林
晉身决賽

我的圖書館-「閱讀越樂在南區」
Fun 享日：故事演繹比賽

　　4位學生於 2018 年 4月 10 日代表本校參加由香
港仔公共圖書館主辦的故事演繹比賽。當天家長也有
到場打氣支持。學生用心演繹故事，獲得評判的讚賞。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東方舞比賽)

「愛和諧」攤位活動
　　為配合「世界閱讀日」，本
校為全校學生舉辦《老鼠記者》
閱讀講座。當天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故事姐姐為學生介紹
《奇鼠歷險記：勇士回歸》圖書。
學生反應熱烈，踴躍回答問題。謝
利連摩史提頓的出現，更掀起高潮。
講座後，學生亦增加
到學校圖書館及公共
圖書館借閱《老鼠記
者》圖書，以低年級
學生表現尤其顯著。

　　本校學生於下學期參加了形形式式的體育比
賽，包括浸信會呂明才中學舉辦的「第十二屆小學
挑戰盃男子羽毛球比賽」、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
學舉辦的「華山盃」三人籃球邀請賽、多個友校接
力比賽、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籃球、體操及
羽毛球比賽。學生在比賽中不但能與他校的運動精
英切磋技術，還能發揮個人潛能，增強自信心。本校的運動健兒
積極投入比賽，成績不俗，表現令人鼓舞。此外，本校的地壺球
培訓班學生於農曆新年假期期間參加了首個比賽――「冬奧嘉年
華地壺球錦標賽」。他們在比賽中不但提升了個人的技術，更學
會了團隊的合作精神。另外，學校為了讓學生深入了解騎單車的
基本技術，以及認識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安排學生參加由愛秩序
灣官立小學舉辦的「小學生單車同樂日」活動。學生在活動中確
實獲益良多，增添了踏單車的樂趣。

3B 鄭希林於 2018 年 4 月 22 日參加由香港仔公共圖書館主
辦的故事演繹決賽。當天家長和老師到赤柱廣場天幕廣場支
持。鄭希林表現出色，獲得優異獎。

2C 郭栢熙
自製恐龍

體育科

猜猜同學們為甚麼這般興奮

故事姐姐介紹
《勇士回歸》圖書

《老鼠記者》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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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服務」

「歷奇活動」

培訓計劃及親子探訪活動
  學校邀請了社區志願機構「香港仔坊

會」共同籌辦家長「義工服務」培訓計劃及親子探訪活
動，目的是鼓勵家長及學生參與社區服務，以及提升親子溝通

關係。透過是次家長培訓，家長除了可認識有關「義工服務」的概
念及意義外，還可掌握如何帶領子女參與社區服務的技巧。

    家長及學生已於 3 月 27 日一起到區內的安老院探訪長者，探
訪內容包括表演、送禮物和與長者談話等，好讓同學明白

「敬老」的重要，並將南官「關愛、服務」的精
神傳遍社區。

   本 校每年都會按級本的需
要而為學生安排分級「歷奇活動」，

藉以加強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解難溝通
的能力等。在社工的帶領下，同學們必須透過

分組活動，完成指定的任務，並在活動完成後，
同學們需要分享，進行反思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在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

如何解決等。
    本年度已於 2 月及 3 月進行了分級「歷奇活動」，同學們都能

齊心協力地完成任務，破解難題，期望他們在
日常生活中也能勇敢地面對困難 !

小一及小二的同學也齊來參與
服務長者，年紀小小，已懂得
「關愛」

同學們集思廣益，求同存異，勇闖難關16



愉快的小六畢業營令我們感到畢生難忘

畢業營畢業營畢業營
  本年度的小六畢業營於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保
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舉行。在這三日兩夜中，
學校安排了各項活動與遊戲，包括「破冰之旅」、
「環保活動」、「木磚過河」、「水管陣」和緊
張刺激的「黑夜追蹤」等，令同學度過了愉快的
三天。
  在第二晚的惜別晚會中設有「盡訴心中情」
的環節。同學們藉此感謝與他們一起共同奮鬥的伙
伴，更分享曾被關心的經歷及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
和關懷。此外，各班同學也為晚會特別準備了一首
畢業歌送給班主任，當晚場面令人感動，也為大家
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摸黑尋寶，真的既刺激又好玩

「勝不驕，敗不餒」是我們的座右銘

經過大家群策群力，終於把任務完成，大家都難掩興奮之情

吃過美味的午餐後，我們便要進行緊張刺激的「黑夜追蹤」尋寶活動了

在隊友的互相合作和努力下，我們一步一步邁向成功 17



　　校友會舉辦之「新春行大運」活動，於 2018 年 3 月
3 日 ( 星期六 ) 上午順利舉行，是次活動得到校友會康樂鍾
健華先生統籌及帶領，由黃竹坑熟食市場出發，步行往南
朗山進行遠足活動。大家準時齊集，一行十多人一起登山，
當天天氣非常和暖，沿途風景明媚，可在高處飽覽南丫島、
海洋公園及深水灣的景色。最後，大家經過南朗山抵達香
港警察學院，之後在海洋公園站乘港鐵離開。

　　相隔十八年的今天是個令人難忘、令人高興、令人幸福的日子。在春回大地的之日，
我們聚首在這裡，見到了親愛的同學。我們每個人的心情都無比激動。18 年了，這是我
們自 2000 年在香港南區官立小學畢業後的第一次大聚會。在這裡，我們要由衷地感謝
的何文龍老師促成了今天的聚會，才圓了多少年來我們心間的冀盼。在此，我向校友會
會長鍾均華先生及余志賢校長表示衷心的感謝！
　　同學相見，格外親切。18年前的今天，我們從這裡依依惜別，留下了我們的牽掛和留戀。從那一刻，開始踏上人生的征程，
去迎接一個接一個新的考驗。外地的同學雖然相距較遠，但我們的心卻永遠相連，我們雖然平時聯繫較少，但同學之間的情誼
卻沒有間斷。逢年過節，一個電話、一條信息、一聲問候，都體現了同學間的深情厚誼。今天的相聚，使我們彷彿又回到了
昨天。在校學習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們都歷歷在目，同學們每一天的拼搏與努力，每一次的成功與喜悅，都是我們一生永遠
珍貴的記憶，都是我們成長進步不可缺少的階梯。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們更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老師，是老師的諄諄教誨，
是老師教給了我們知識，教給了我們做人的道理，教給了我們熱愛生活的信念；是老師用心血和汗水為我們奠定了人生的基礎，
在這裡學子們向你們致敬。
　　彈指一揮間，18年過去了，我們從少年走到了盛年，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不論我們目前境遇如何，都要學會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珍惜生命、珍惜友情。我們一定要熱愛生活、熱愛明天。回顧過去，我們無怨無悔，因為這 18 年我們有付出、有

回報，都在描繪着自己不同的人生。展望未來，
我們信心百倍，豪情滿懷，有這 18 年的積澱，
今後我們一定會做得更好。最後亦由衷感謝母
校的老師對我們的栽培，沒有他們的循循善誘，
就沒今天的我們。

蕭業強 何嘉莉
(2000 年畢業生）

　　校友會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於 2018 年 3 月 3
日 ( 星期六 ) 下午二時舉行，當天除了報告會務
及財務外，更進行了 2018 至 2020 年度常務委
員選舉，在一眾會員會友的見證下，選出了新
一屆的幹事會，詳見幹事會名單。會員大會後，
校友們更進行不同的活動，包括三人隊際地壺
比賽、乒乒球及三人半場籃球賽，期望下年度的
校友日活動，你們可以出席及支持。

會員大會

「新春行大運」

第五屆常務委員名單 (2018-2020 年度 )
主席 鍾均華先生
副主席 梁宇軒先生
秘書 巫秀仙女士
司庫 霍百良先生
康樂 李 宗博士 梁嘉祺先生
總務 鍾健華先生 洪禮文先生

增補委員
秘書 ( 職位輔助 ) 江明禮先生
康樂 ( 職位輔助 ) 蔡家成先生
總務 ( 職位輔助 ) 何加雯女士

畢業18年後同學聚會感言

看 ! 當年我們多麼天真爛漫

來一張合照吧

我們到達山頂了 我們抵達香港警察學院

看，我的球技也不錯

校友們最喜歡打籃球

資深校友與年青校友一起進行地壺球比賽

一眾校友拍照留念

多美好的回憶

歷屆校友 情繫南官

18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於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圓滿舉行，得到家 長
的鼎力支持，當日的氣氛十分熱鬧。 會
上分別由主席報告會務及司庫報告財 務
狀況，同時亦頒發嘉許狀予熱心為本 校
服務的義工家長。當天我們還邀請到
家長教育專家鄧藹霖女士主持家長講座，與家長分享培育子女心得。而為了
方便家長出席周年大會，今年學校特別安排出席大會的家長的子女於大會進
行期間參與小組活動，讓家長能安心出席大會，同學也玩得十分開心。

　　家長教師會於 6 月 14 日舉行
了「家長髮飾製作班」，當日由 3D
班劉紫棋家長羅月蓮女士親臨學校
指導家長製作髮飾，羅女士細心指
導家長製作出各式各樣的髮飾，家
長看着自己的製作品，一臉歡喜，
個個滿載而歸。

　　家長教師會於 1 月
13 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
「親子齊種水仙花班」，
當日由 6B 班許家俊家長
李靄婷女士親臨學校指導
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切割
水仙頭的技巧，看他們手
上拿着的水仙頭及臉上流
露的笑容，傾注了温馨之
情，真是一次難忘的親子
活動。

2017-2018 年度

家長
教師會周年大會

家長髮飾製作班

親子齊
種水仙花班

賀年吊飾製作班

司庫吳翠儀女士
進行財務報告

主席馮淑儀女士
報告會務

李靄婷女士為家長示
範切割水仙頭的技巧

同學參與扭氣球活動，手上拿着
親手完成的製成品，份外興奮

家長為製作漂亮的
髮飾準備就緒

羅月蓮女士細心指導家
長製作髮飾

家長拿着自己親手製作的
賀年吊飾，一片喜氣洋洋

鄧藹霖女士親臨本校主持家長講座
家教會主席馮淑儀女士頒
發嘉許狀予義工家長

家長全情投入製作
賀年吊飾

靄婷女士為家長示
範製作賀年吊飾

余校長頒發嘉許狀
予義工家長

同學投入地參與「百變彩繪」活
動，在手上繪畫美麗的圖案

　　家長教師會於 1月 25 日舉行了「賀
年吊飾製作班」，感謝 6B 班許家俊家
長李靄婷女士再次親
臨學校指導家長製作
賀年吊飾。每位家長
認真學習，製作出不
同款式的賀年吊飾，
他們滿心歡喜地拿着
自己親手製作的賀年
吊飾，為農曆新年帶
來更多的歡樂氣氛。

家長專心地製作髮飾

家長拿着自己製作的髮飾，來一張大合照
家長很滿意自己
的製成品呢

羅月蓮女士協助家
長製作賀年吊飾

多采多姿的家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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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六年級學生已經畢業了，全體畢業同學出席了	6	月	29	日在校內舉行的
畢業典禮。	典禮簡單而隆重，由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學校
發展 ) 李錦光先生親臨主禮。	當天承蒙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中西及南區 ) 郭黃敏
儀女士、馬頭涌官立小學 ( 紅磡灣 )	校長麥綺華女士、前任校長曾月英女士、本校家教
會主席馮淑儀女士及校友會主席鍾均華先生撥冗光臨，令典禮增光不少。典禮上，李先
生勉勵畢業生同學以自強不息的學習態度，保持對學習的興趣和探究精神，也要掌握「終
身學習」的能力，要不斷充實自己，面對將來的挑戰，創出豐盛的人生。畢業生接過畢業
證書，象徵着小學學習階段的完結。十八位畢業生家長獻唱《言謝春風》一曲，感謝教師
過去六年來盡心盡力地指導孩子成長。

　　四班同學亦分別透過歌聲感謝老師多年的教導。台下一眾嘉賓皆能感受到同學
為畢業表演付出的努力。他們精彩的演出，得到台下熱烈的掌聲讚好。最後，
畢業生送上《真的愛您》一曲，報答父母多年養育的恩情，同學們感謝之情
夾雜着離愁別緒，紛紛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而畢業典禮也就此圓滿結束。
在此，衷心祝願各畢業生升中後積極學習，勇敢面對新挑戰及困難。

一眾嘉賓在畢業典禮前合照

畢業生致送學生製作的合作畫送予母校

老師感謝你們

司儀陳嘉雯主任及
賴志樑老師

李錦光先生向畢業
同學作出訓勉

畢業生亦向父母親送上一曲《真的愛你》，報答多年養育的恩情

2017-2018年度
畢業典禮

家長以一曲《言謝春風》歌頌師恩

畢業生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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