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展示學生的學藝成果及表演才華，本校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 ( 星期五 ) 舉行了「學生綜藝匯演晚

會」。表演活動包括音樂（步操管樂、中樂、小提琴、

合唱團）、朗誦（中、英、普）、舞蹈（東方舞、爵士舞）、

英語話劇、花式跳繩、醒獅及跆拳道等，動員師生及家

長義工超過三百五十人次。當晚，深圳市仙桐實驗小學

管理層人員專誠到來為我校師生打氣，更令晚會錦上添

花。每個演藝項目中，觀眾的拍掌喝采不單是對表演水

準的肯定，大謝幕時，來賓連續不斷的熱烈掌聲更進一

步印證整個綜藝匯演的成功！

地址：香港鴨脷洲鴨脷洲橋道 325 號  電話：2551 0030 傳真：2551 7793 網址：http:/ /www.hksdgps.edu.hk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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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難度的踢腳動作，難不倒我們
的跆拳道組同學。同學們奏出悅耳的琴聲，讓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一群溫婉的漢族少女快樂
地跳起《豐收的喜悅》。

主禮嘉賓由步操管樂隊帶領進場，並
以多首樂曲隨即掀起晚會的高潮。

合唱團以嘹亮清脆的歌聲唱出 《春風》和《萬變生機》。

以創新狂野的歌舞形式來表達《小紅帽》的故事。

小演員們用心的演繹圍繞一位巨
人為主題的英語話劇，贏得不少
觀眾的掌聲。

       學生綜藝匯演晚會

嘉賓對本校學生的表演，報以熱烈地拍掌！

所有表演生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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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群策群力，完成了各項任務，大家都難掩興奮。

玩了一天，終於我們大吃一頓了!

余校長親自進營為同學們打氣！

小六畢
業營

    剛過去的五月份，六年級同學們暫且放下書包，拋開讀書和選校的壓力，與師長們一起

到西貢參加為期三日兩夜的戶外教育營。

    那天，同學們懷着興奮的心情，走進西貢小童群益會白普理營，展開他們這個既緊張又

有意義的教育營活動。同學們除要學習獨立生活及自我照顧外，還要學習與人相處，更透過

參與天文活動、歷奇活動等，擴闊視野和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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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六年級學生已經畢業了，全體101位畢業同學出席了6月30日在校內

舉行的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簡單而隆重，由香港大學教育領導研究中心專業顧問梁兆

強先生主禮。當天承蒙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唐麗芳女士、教育局學

校發展主任（中西及南區）謝皓明女士、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麥綺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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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更要反思工作的成效，

改善到最好。畢業生接過畢業證書，象徵着小學學習階段的完結。三十

位畢業生家長獻唱《友共情》一曲，感謝教師過去六年來以「亦

師亦友」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長。

    四班同學透過不同的劇目，以歌聲、話劇的表演感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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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精彩的演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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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更精彩人生。

我們

畢業了

踏入人生的另一個學習階段

司儀張海嵐主任
及陳嘉雯主任

家長以一曲《友共情》歌頌師恩 學生以話劇及歌唱形式作出精彩的表演

一眾嘉賓在畢業典禮前合照 梁兆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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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麥綺華校長
頒獎予得獎生

主禮嘉賓梁兆強先生為畢業生授憑
校友會主席鍾均華先生頒
獎予得獎生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唐麗芳女士頒獎予
得獎生畢業生致送學生製作的合作畫送予母校

前任校長曾月英女士頒獎予
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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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2月，五年級學生獲安排到

香港科學館參觀。同學們能透過館中的

展覽與趣味科學節目，和親身操作展品來發

現當中的科學原理；配合平日常識科課堂教學，

學生更能體驗探索和學習科學的樂趣。

    當中同學們重點參觀了有關光學、鏡子世界、

聲學及磁電廊等。同學們在操作互動展品時很投

入，也主動與老師討論，鞏固了平日課堂所學，有

助同學更具體掌握一些抽象的科學概念。是次參

觀能配合五年級常識科的教學內容，令同學們

對光、聲及電的世界加深了認識。

    本年2月20至23日，常識科老師分別率領二年級各班學生到香港仔消防局參觀。

    消防員耐心地向同學們講解香港仔消防局內的事物，同學們都專注地聆聽。參觀期間，同

學們對消防員所展示的消防裝備，均感新奇，並主動地向消防員提問。

    這次參觀後，同學們增進了對消防局的設施、消防員的職責、裝備及救援用品等認識呢！

在展板前，同學們專注地聆聽消防員的講解。

消防員向同學們示範如何穿著消防衣及
配戴消防裝備

在龐大的消防車前，同學們與
消防員拍照留念。

5D大合照

5A大合照

5B同學們很投入活動。

教育性

參觀

參觀 香港 仔消 防局

參觀 香港 科學 館

難得有機會穿著消防衣

扮演消防員，同學們感

到很興奮呢！

同學們分成小組，與消防
員作近距離接觸。

消防員向同學們展示救援車內的各項裝備。

同學們就展示的消
防裝備，主動地向
消防員提問。

消防員向同學們講述消防局內的環境。

5C大合照

試解開「三角迷陣」
的謎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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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童軍於3月17日到國泰航空總部    「國泰城」參觀。當日同學們參觀了

航空公司的不同部門，如︰模擬登機櫃檯、模擬機艙等，了解到飛機師、空中服

務員及地勤人員的日常工作，並能親身體驗到如何替乘客辦理機票及登機服務。

此外，同學們又認識到模擬駕駛艙的設備，更有機會參觀航空從業員工日常休閑

及用膳之地，讓同學們對航空業有更深入的認識。

在銅像下拍照留念

齊齊玩遊戲

大家共享健康小食

    本校為配合全方位學習精神，教師於3月24曰（星期五）帶領

小一及小二學生前往「中山紀念公園」作教育性參觀。 

    當天風和日麗，天氣晴朗。同學們在國父孫中山銅像下拍照

留念；又在大草坪上進行集體遊戲，公園充滿着小孩的歡笑聲！

哈、哈、哈、看看大家多高興！

參觀中山紀念公園

幼童軍同學前往國泰航空
總部－國泰城參觀

同學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一架飛機，真是興奮。

同學們在模擬機艙中體驗空中服務員的工作。

多謝您乘搭本班航空，
祝閣下旅途愉快！

親身體驗航空公司職員在登機櫃檯的工作。

同學們坐在模擬的商務客艙，
享受不一樣的「飛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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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在校園
本校榮獲「至營學校」榮譽   

    為提高學生對健康飲食的認識與關注，推廣健康飲食的重要性，和鼓勵同學

在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學校於本年度參加了由衛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

認證計劃」，制定及執行健康飲食政策，並取得「至『營』學校認證計劃」的基

本認證資格、「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和「健康小食優質認證」資格，並獲嘉許為

「至『營』學校」。

    老師除了參考可信的營養膳食資訊外，每月均參考衛生署資料及

《學生午膳營養指引》去檢視餐單，亦鼓勵自備午飯同學的家長製作

健康餐盒。另外，校方亦鼓勵學生多喝清水，減少飲用紙包飲料。

    此外，衛生署的營養師到校為老師教授食物營養知識，又為

本校飯盒進行營養檢測，加上本校老師定期檢查飯盒，務求讓學

生得到均衡的營養。另外學校亦定期舉行午膳會議及家長試食

會，時刻與供應商及家長保持聯繫，務求午膳的份量、成份、比

例、味道等均符合標準。

    得到老師及家長的支持，衛生署的醫生及營養師到校巡視

後，對學生的午膳食物及學校的食水設備，均感到非常滿意。

「開心『果』月」活動
    為加強學生對進食水果的正面態度及鼓勵學生養

成持續進食水果的良好習慣，學校於3月進

行「開心『果』月」活動。 學生需於3

月裏每天帶備一至兩份水果回校於午

膳後進食，並記錄在表格上。此活

動得到老師和同學的積極參與， 效

果理想。在水果月裏，同學亦樂於分

享吃水果的樂趣呢！

親子曲奇班
    校方本年度安排午膳風紀於6月初參與午膳

供應商為他們舉辦的親子曲奇班。藉此機會，

午膳風紀及家長不單享受一起自製食物的樂

趣，又能增進親子感情。

在試食活動中，家長們量度餐盒溫度。

營養師計算學校餐
盒的食物比例。 家長們填寫午膳問卷，並給予意見。

看！成果不俗吧。

大家的曲奇準備入焗爐了!

7月4日由衛生署助理署長馮宇琪醫生頒獎予本校

午膳風紀及家長們耐心聆聽廚師的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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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香港花卉展覽」於3月10日至19日舉行。今年花卉展覽

的主題花是「玫瑰」，主題是「愛‧賞花」，開幕首天更設有「賽馬會學

童繪畫比賽」。 

    十二位本校小一至小五的同學在陳嫣嫻老師及黃笑連老師的帶領下，

浩浩蕩蕩出發到達維多利亞公園。同學們不但被眼前七彩繽紛，婀娜多姿

的繁花綠草所吸引，還對風格別樹一幟的園景設計發出不斷的讚美聲！每

位同學好不容易才能在人山人海的參賽者中找到合適的繪畫角度，擺放好

工具，便開始約兩小時多的即席繪畫。經過一番努力，同學們最後都手持

一幅構圖認真，色彩奪目的畫作。

    結果一甲班伍穎芯同學及一丁班鄭珮淇同學分別獲得嘉許獎，能在眾

多參賽者中獲得殊榮，真是可喜可賀啊！

    4月10日午息時，本校同學齊集見證魚菜

共生系統的啟用儀式。這系統結合了水產養

殖和無土栽培兩種技術---在魚缸中，魚的排

泄物含氮、氨等成分，會造成水污染；但拿來

種菜，反能給菜提供養分，而菜的根部能把水過

濾及淨化，給魚再利用。

    當天同學們都專注地聆聽小導賞員的講解，並熱烈地發問，興致勃勃

地要爭先了解箇中的新知識。我們期望同學們能透過每天實地觀察，體驗

『魚幫菜、菜幫魚』的共生效果，探索當中的科學原理。

色彩繽紛的圖畫，
非常奪目啊！

看！我的畫作多麼美麗！

小導賞員在午息時段向全校同學講解魚菜共生系統。

科技由生活開始之
「魚菜共生」

伍穎芯同學和鄭珮
淇同學手持獲得嘉
許獎的作品

看，我們的小麥草
已長出芽苗來!

在活動進行期間，同學們專注地聆聽，
一起學習新知識。

「二零一七年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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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學科
問答比賽

       為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對時事的認識，本校於四月七日舉行了綜

合學科問答比賽，內容以不同學科為主，還包括了時事題、日常生活題等，比賽議題不單與香

港有關，也會涉及中國和國際性議題，令學生在鞏固其學科知識之餘，同時亦能放眼世界。問

答比賽更透過不同環節測試學生全面才能，當中包括測試學科知識的必答題；考驗團體默契的

動作題；以及鬥反應敏捷的搶答題。當天的比賽非常精彩，競爭相當激烈，各班均施盡渾身解

數，全力爭取勝利。

生活常識又怎會難倒他們呢？ 他們聰明的腦袋遠勝於計算機！

余校長和全體得獎的同學來個大合照。

兩位小主持對答如流，頗有金牌主持人的風采。 這個片語的意思，你能答對嗎？

一年級冠軍－
1A梅健朗、梁君諾、伍穎芯

三年級冠軍－
3C余逸晞、陳烺楨、羅子朗

五年級冠軍－
5A卓正一、熊寶、高宏希

二年級冠軍－
2C林泓熹、黎佩詩、鄭子安

四年級冠軍－
4A容卓言、勞美研、陳祖僑

六年級冠軍－
6A吳卓軒、劉穎僖、陳心悅

多姿多采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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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日活動在5月5日（星期五）下午舉

行，共分成3個活動環節，包括速算比賽、短

片欣賞及攤位遊戲，其中攤位方面，分別有

攤位遊戲6個及思考站2個，而每個攤位遊戲

分成兩個年級的程度。學生都能積極參與三項

活動，其中以攤位遊戲及思考站最受歡迎。思

考站能引發學生互相討論以解決數學難題的合作

精神，而攤位遊戲則刺激學生的數學思維；速算比

賽亦訓練學生的快速運算能力；短片欣賞提昇學生對

學習數學的興趣。整體而言，數學日活動達到了活動的目

的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和對數學的興趣。

學生聚精會神地進行速算比賽。

全情投入，學習與娛樂兼備。

余校長與學生同樂，
齊思考破解難題。

群策群力解決數學難題。

同學們十分踴躍參與，既有耐性，又有秩序，齊齊踏進『健康』成長路!

數學日

   

  本校十分關顧學生的健康情緒發

展，除了於「生活教育科」的課程內滲入

有關課題外，還會透過學生講座和設計富有趣

味性及教育意義的攤位遊戲，使學生認識「情緒」

的概念、適當的表達方法和正面的處理技巧。

    是次攤位活動分別於5月8日(低年級)和5月10日

（高年級）舉行，並邀請了「香港仔坊會」的社工及高

年級的同學協助主持攤位活動，當天同學們都很投入參

與該項活動，並表示希望學校於新學年可以再安排這

項活動。

『健康情緒』攤位活動

學生秩序井然地排隊玩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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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同學，在家長的陪同下，一起探訪長者，把關愛宣揚！

『南官』家長學堂
    本校致力舉辦不同的講座及活動，協助家長提升管教兒女的效能。事實上，在兒童的成長階段中，或許會因遇到

學習上或與人相處時的困難而引致情緒不安，家長們也希望能運用適當而有效的方法輔導子女的情緒。有見及此，承

接上學期，學校於下學期繼續舉辦以「情緒管理」為主題的家長講座、工作坊及親子義工服務等活動，包括有「壓力

與健康」、「見焦拆焦」、「處理子女情緒有妙法」，以及「家長義工培訓計劃」及「親子義工服務活動」，並邀請

了不同的專業人士及社工協助主持這些講座及活動。

    家長們的積極參與十分值得欣賞，透過家校合作，定能共同培育兒童健康成長，使他們獲得身心平衡的發展，從

而提升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

家長們也齊來「自我增值」，學習「情緒管理」!

壓力與健康講座 家長義工培訓及親子探訪

家長和陳惠良先生來一張大合照。

    本校於5月6日邀請腦科學教育專家陳惠良先生

到校為家長作講座，講題為「孩子腦部發展與未來

成就」。陳先生能深入淺出地從腦科學角度出發，

解構孩子的腦部發展，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所需所

想，再配合腦基礎教育技巧，協助孩子有效學

習。當日有近百位家長出席，氣氛十分熱鬧。有別

於一般的講座，家長在講座中參與了不同的活動，親身

體驗到「從活動中學習」的樂趣，加上陳先生講解風趣幽

默，禮堂內笑聲此起彼落，家長講座就在一片歡笑聲中完滿

結束。

陳惠良先生的講解
風趣幽默。

家長一邊聽，一邊動手學習，有助加深記憶。

家長用心學習，積極交流意見。

家長動作一致，是多麼的投入學習。

「孩子腦部發展與未來成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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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飄書』活動及
親子閱讀講座

小六升中選校座談會

《輕鬆提升孩子學習力：
運用腦圖》家長培訓講座

2 0 1 6 - 2 0 1 8 年度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簡介會

    為了推動環保

和親子閱讀，本校

於 4月 6日（星期

四）舉行『環保飄

書』活動。當天早

上，同學們十分踴

躍把自己的圖書捐

出來，讓同學齊來

分享閱讀的樂趣。

家長義工收集的捐

贈書於4月11日『親子閱讀講座』後供家長自由取用，實

踐所學。

    本校又舉辦了一個主題為《聰明閱讀培養聰明孩子》

的親子閱讀講座。講座的主講嘉賓為袁妙霞女士。是次講

座，袁女士重點向家長推介一些在家中進行親子閱讀的方

法及技巧，讓家長明白怎樣幫助子女學習讀物內容及剌激

他們的思維。家長認為講座對親子閱讀有用，並表示會利

用講座所學的伴讀技巧與子女一起閱讀。

    座談會於4月

8日（星期六）上

午舉行。當日王

富華主任簡介升

中選校機制及家

長要注意事項，

當中亦有介紹部

分區內及區外中

學，讓家長們參

考 。 最 後 ， 家 長

與班主任會面，共同商討選校策略，在場的家長均十分互

動，彼此交流。是次座談會令家長對升中選校程序有更深

了解，期望同學都能考進一間心儀的中學。

    5月15日下午，本校言語治療師

張志華姑娘主講家長培訓講座，

對象是全校家長，目的是增進家

長對改善子女思考、表達意見

能力的認識。

    講座期間，張姑娘運用簡

報和生活實例，講解有關腦圖的

內容，並提出繪畫及運用腦圖的方

法。為改善子女的學習，家長們均專注

地聆聽，亦利用顏色筆嘗試繪畫腦圖，大家都表示從中獲益

不少呢！

    升中簡介會於3月22日（星

期三）下午舉行，當天下午約

二時，五年級學生家長們魚

貫入場。余校長除感謝各位

家長抽空出席，亦分享自己

對升中準備的心得，家長們

都十分認同。接着由黃文詩

老師介紹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及

要注意的事項，務求令家長對升

中學位分配程序有更深入了解。

大清早，同學把『環保圖
書』交給家長義工。

余校長讚賞同學踴躍捐書。

袁女士講解伴讀技巧。

家長和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聆聽

黃老師向家長
簡介升中資料

余校長向家長分享選校心得

賴老師向6B班家長分析選校策略

為改善子女的溫習技巧，家長們
在講座中全程投入呢！

透過生活實
例，張姑娘
清楚地講解
內容。

家長們用心地聆聽內
容，以掌握提升子女
學習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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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東方舞組於2月11日（星期六）

到元朗劇院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舉辦的「第53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群舞)比賽」。東方舞組以「豐收的喜悅」

一舞獲得甲級獎殊榮。該舞講述一班女孩子在田中

又跳又笑，開心地慶祝豐收的情境。

東方舞比賽

謝謝爸爸媽媽親臨現場為我們打氣。

舞出彩虹

年紀小小的我已懂得化妝的重要性啊！

請欣賞我們比賽時的舞姿！

   

「一班童軍在森林裏

迷路，發現了一本故事書，好

奇的小童軍把故事書一打開，一個

戴着小紅帽的女孩隨即從故事中走出

來，此時，一羣兇狠的狠衝着小紅帽而

來……」本校爵士舞班的同學以活潑和有

趣的舞蹈演繹《小紅帽》這故事，最終於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獲得「兒

童舞甲級獎」。請大家一同分享我們

的喜悅！

爵士舞比賽

我們已經準備好比賽！

家長們親臨比賽場地為同學們打氣。

我們一起熱舞 一個戴着小紅帽的女孩出場了。

機智的童軍擊敗了那羣狼！12



    本著公益少年團「認識、關懷、服務」的宗旨，

十二名四年級的團員於2月9日至2月23日期間接受了三

次義工訓練，並在3月4日到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進行探

訪。

    這次活動，團員不但為探訪做足準備，更和老人家玩

遊戲、做手工、聊天等，學習與長者相處的技巧，度過了

非常有意義的一天。「助人為快樂之本」    這個服務社

會的機會，令團員獲益良多!

    最後，希望本校的公益少年團團員能繼續積極關懷社

區，熱心為人服務。

參與日營的團員和領隊老師

李瑞芳老師合照。

日營當天的午膳也很不錯呢！

團結就是力量！發揮合作精神。

講解員4A陳祖僑、4A黃琛然和余校長、
黎嘉賢老師、李瑞芳老師合照。

東方舞組同學的表演真精彩！

活動

公益
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
探訪老人活動

同學們花了很多心思
做「毛巾小熊」。

團員和長者們開心地拍張大合照。

我們正在包禮物送給長者。 公公婆婆，我們很喜歡和你們玩遊戲！婆婆，請看看我
寫甚麼給你！

    本校公益少年團團員除了在二月份參與了「小義工訓練及探訪

長者」活動外，三十名團員亦於4月7日出席了在西貢戶外康樂中

心舉行的生活教育日營。在營裏，本校的團員不但享用了營內的設

施，還與他校的公益少年團團員參與了多個集體遊戲，學習團結、

友愛及分享。

    5月6日那天，本校派出兩名團員及東方舞組的同學於「南區公益

少年團周年頒獎禮暨文藝匯演」分別與來賓分享參與社會服務的經驗

及表演漢族舞《豐收的喜悅》。本校同學的分享及精彩演出，獲得一

眾嘉賓們的欣賞及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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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6月22至23 日舉行了「姊妹學校計

劃兩天交流團」。在余校長、老師及家長

的帶領下，38位同學浩浩蕩蕩出發往深

圳市仙桐實驗小學作拜訪。兩校同學不但

熱情地交流，互相分享自己的校園生活，

他們還交換滿載心意的見面禮物，場面溫

馨。我校同學更參與他們的課堂活動，感

受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這次的交流活動真

是一次寶貴的學習經歷。此外，同學還參

觀了深圳博物館和到東部華僑城茶溪谷一

嘗採茶滋味，旅程真是充實！我們就來重

溫一幕幕精采的片段。 

  本年度頒獎禮分別在2017年

1月19日及7月7日舉行。余校長在典

禮上除了表揚得獎同學的努力，亦勉勵

每位同學要積極學習，為自己定下目標，向

目標努力邁進，如此成功定必指日可待。此

外，本年度學校首次邀請得獎生家長出席頒

獎禮，同學在家長的見證下接受獎狀，更顯

得是充滿自信和喜悅，每位出席典禮的家

長臉上都綻放着燦爛的笑容，與同學一

起分享成果。

邀請得獎同學的家長蒞臨觀禮，讓家長與
子女分享喜悅。

同學在頒獎禮上精彩的演
出，使頒獎禮生色不少。

同學在演奏中樂，令人聽出耳油。 

頒 獎禮

頒獎嘉賓與得獎同學來一張合照，留下難忘回憶。

得獎同學從余校長手上接過獎狀，
臉上流露出喜悅之情。

余校長送上兩校聯合
出版的學生文集。

兩校同學一見如故，
很快便成了好朋友。

我校同學參與課堂活動，
體驗不一樣的學習。

兩校師生來一張大合照，陣容鼎盛。
同學在嘗試炒茶和製茶。

同學親手泡自己採的茶，再
品嚐得來不易的成果，感覺
份外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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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
餵山羊。

我們在便母橋
前留影。

元朗百鳥塔前合照。

向日葵比我的
爸爸還要高！

我們跟余校長合照。

老師正努力完成工作紙。

家長教師會「親子大旅行」

    家長教師會一年一度的「親子大旅行」已於2017年2

月12日（星期日）舉行，感謝天公造美，大家可以在陽光

燦爛的日子下進行了一天親子活動。今年報名人數眾多，

約有六百多人參加。

    當天早上八時半左右，大家已經紛紛返校，準備出

發，主席馮淑儀女士向各位家長送上精簡的歡迎詞，大

伙兒隨即乘坐多輛旅遊車向元朗錦田鄉村俱樂部出發。

同學在俱樂部內採摘草莓、做手工、撈金魚、餵山羊、

放風箏……開開心心地與家長歡度一個早上。午飯時

間，大家到流浮山享用海鮮餐，餐後又到元朗公園遊

覽，同學一會兒在草地上蹦蹦跳跳，一會兒在百鳥塔上

飽覽元朗平原的風光，享受大自然，最後大家也盡興回

家。家教會衷心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使當天行程與安

排得以順利進行。

我和家人一起採摘草莓。

天公造美陽光普照　享受愉快的親子同樂日

    本校於2017年5月25日舉行了教師專業發展日，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香港中文大

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學校發展主任吳家傑先生，為我們主持「優化

課堂教學      邁向自主學習」教師工作坊。吳先生以生動

有趣的方式講解自主學習的理念，老師再透過實踐，以自

主學習的理念設計教學活動。得到吳先生的即時回饋，老

師對運用自主學習促進教學效能又邁進一步。

教師發展活動

吳家傑先生細心聆聽老師的
講解，給予具體的回饋，老
師獲益不淺。

老師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
學習，大家都樂在其中。

在「砌桌子」活動中，讓
老師體會到推動學校發展
工作的理念，饒富意思。

老師學以致用，以「自主學習」
理念設計學習活動。

吳家傑先生透過生
動有趣的例子，增
加老師對自主學習
的理解。

攝影比賽及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親子攝影比賽

3B 莫子維 冠軍

2A 林 霖 亞軍

2D 吳鎧偉 季軍

1D 羅驩耀 優異

1B 李晴朗 優異

2C 黃浩宏 優異

3D 梁漫楹 優異

6B 霍顯朗 優異

親子繪畫比賽

2C 黃浩宏 冠軍

1A 伍穎芯 亞軍

2D 楊婧菲 季軍

2C 梁子聰 優異

2D 葉 程 優異

3A 梁銘芯 優異

3B 莫子維 優異

4A 鄭伊庭 優異

我的彩繪
漂亮嗎？

草莓真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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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
精英朗誦節2017

2D 黎凱嵐 冠軍（初小組）

2C 李晉浩 亞軍（初小組）

1B 林冠中 優良獎（初小組）

6A 蘇頌恩 亞軍（高小組）

4A 李嘉 季軍（高小組）

5A 李鎮熙 優異獎（高小組）

5A 梁子峰 優良獎（高小組）

6B 邱敏嘉 優良獎（高小組）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
2016/2017標語創作比賽

6C 馮沛濰 優異獎（高小組）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2017

2D 葉 程 Champion（初小組）

5A 鄭文熙 1st runner-up（高小組）

5A 蔡梓熙 2nd runner-up（高小組）

5A 李鎮熙 Distinction（高小組）

4A 黎朗言 Merit（高小組）

4A 容卓言 Merit（高小組）

2016至17年度第十二屆全
港小學數學比賽

（南區及中西區）

5A 陳溢翹 優良獎

5A 卓正一 優良獎

5A 鍾健樟 優良獎

5A 李鎮熙 優良獎

6A 梁海涵 優良獎

6B 馬允妍 優良獎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4A 陳祖僑 銅獎

5A 卓正一 銅獎

亞太區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6A 吳卓軒 優異獎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
普通話演講比賽2017

2D 黎凱嵐 優異獎（初小組）

2D 葉 程 優異星獎（初小組）

5A 袁卓諾 優異星獎（高小組）

5A 李鎮熙 良好獎（高小組）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2017 2D 黎凱嵐 冠軍（初小組）

2D 葉 程 優異獎（初小組）

5A 李鎮熙 優異獎（高小組）

5C 侯亦楠 優良獎（高小組）

電子親子心意卡
設計比賽

2B 劉希南 冠軍（初級組）

3C 余逸晞 亞軍（初級組）

1B 陳柏銘 季軍（初級組）

4B 霍顯諾 冠軍（高級組）

5A 范兆希 亞軍（高級組）

4B 麥梓澄 季軍（高級組）
2016至17年度校際尊重版

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3C 梁鎧然 銅獎（初小組）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普通話科

資訊科技科

 訓輔組

常識科

各科組學生得獎名單

視藝科

體育科

南區道路安全運動
2016/2017親子填色比賽

3C 梁鎧然 優異獎（初小組）

2C 馮熙淘 優異獎（初小組） 

1C 郭媐玥 優異獎（初小組）

2016至17香港花卉展覽賽
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1A 伍穎芯 嘉許獎

1D 鄭珮淇 嘉許獎

「論德公‧比畫功」
德育及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2D 萬晉浩 冠軍

慶祝父母親節
【手牽手‧心連心】

填色創作比賽

3A 楊其臻 冠軍（初小組）

3C 梁鎧然 優異獎（初小組）

2B 潘珮瑩 優異獎（初小組）

1A 伍穎芯 優異獎（初小組）

1C 郭媐玥 優異獎（初小組）

5C 鄭皓尹 季軍（高小組）

6A 王佩晴 優異獎（高小組）

6C 梁湛然 優異獎（高小組）

5C 陳駱彼 優異獎（高小組） 

4A 勞美研 優異獎（高小組）

4D 吳承鋒 優異獎（高小組）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6B 袁 一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港島西區小學
校際乒乓球比賽

6A 梁偉熙

殿軍（男子甲組）
6B 吳家睿

6B 黃建森

6B 林啟洋

6A 梁偉熙
傑出運動員獎
（男子甲組）

4A 周卓凡

殿軍（男子乙組）
4A 黎朗言

5B 梁智豪

5C 李宇恆

5B 梁智豪
傑出運動員獎
（男子乙組）

港島西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5A 鍾健樟 優異獎（男乙跳高）

5A 謝子康 優異獎（男乙60米）

5B 梁智豪 優異獎 (男乙100米)

5A 鍾健樟

優 異 獎 （ 男 乙 4 X 1 0 0
米）

5A 謝子康

5B 梁智豪

5B 吳冠鋒

5B 石善偉

第十一屆小學挑戰盃
女子羽毛球比賽

3A 郭焯婷

殿軍5B 陳卓嵐

6B 馬允妍

「智」愛社區我至
LIKE  好「橋」

徵集比賽

3C 梁鎧然 冠軍

6A 刁卓彥 亞軍

5C 鄭皓尹 季軍

3A 陳倩瑜 優異

5C 劉展宏 優異

2016南區
「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5A 何尚螢 學生領袖榮譽

5A 李嘉汶 學生領袖榮譽

5A 蘇詠婷 學生領袖榮譽

5A 梁嘉晴 學生領袖榮譽

6A 蘇紀尤 學生領袖榮譽

傑出服務生選舉

6A 劉穎僖
傑出服務生
（有職級風紀）

6A 蘇紀尤
傑出服務生
（有職級風紀）

6A 蘇頌恩 傑出服務生（風紀）

6D 陳巧藍 傑出服務生（風紀）

6D 楊卓軒 傑出服務生（風紀）

4B 霍顯諾 傑出服務生（風紀）

6B 徐祐蜂
傑出服務生
（I.T.大使）

3A 陳倩瑜
傑出服務生
（圖書館管理員）

5C 馮安瑤
傑出服務生
（閱讀大使）

6B 黃建森
傑出服務生
（體育大使）

6B 徐祐蜂
傑出服務生
（校園通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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