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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姊妹學校 締結計劃
為

促進香港與內地學校的交流與合作，香港教育局與廣東省教育廳合辦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本校亦是計劃成員之一，並與深圳市鹽
田區外國語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該校開辦於2001年，為一所「市一級」全
日制小學，共有26班900多名學生。藉姊妹締結計劃，本校期望透過訪校及
觀課活動，促進教師專業交流；並藉著與內地學生書信往來，提昇學生的語
文能力及寫作動機，提高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

計

劃簽約儀式已於2007年11月進行。2007年12月10日，來自各省約50
位內地教師蒞臨本校考察及交流。2008年1月4日，本校校長及全體教
師一同到深圳市鹽田區外國語小學進行國內專業交流。當天，我們除了參觀
該校校園，進行了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美術科的觀課外，亦透過座談
交流，加深對國內教學的了解。稍後，本校將繼續與該校密切交流合作，提
高兩地的教育質素。

為

迎接2008年北京奧
運，本校特設「奧運
在北京」主題學習周，進
行跨學科學習活動，旨在
藉著舉行多元化活動，包
括閱讀相關圖書及網頁，
舉辦多項活動，如：講座
及展覽、主題曲合唱、國

迎奧運

習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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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介紹、跨欄迎奧運、問答
遊戲、參觀馬術學校及比賽
場館，讓學生認識各國運動
員、奧運運動項目、國旗及
福娃。全校學生均躍踴參與
各項活動，並提昇了分析及
自我管理能力。

行動二：「健康飲食繞口令」

你今日食咗未?
「

一日一水果，醫生遠離我!」
近年不同的研究顯示，進食足夠的蔬果有助減低多種疾病的風險。故
此，我們全校響應了衞生署的「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舉辦了健康飲食
「水果週」，以培養學生每天吃水果的習慣。
「水果週」中有四大行動，讓我們重溫當時的愉快片段吧! 立即「去
片」!

行動三：
「健康飲食海報設計」

心果日」
開
「
：
一
行動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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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秒? 15秒? 10秒? 你要用幾多秒才能讀完這
個「繞口令」?
「蔬菜水果營養高，
米、麥、殼類都是寶，
奶類、肉類不過多，
健康飲食身體好。」

果日」，
界「開心
學
港
。
全
月23日是 一起愉快地吃水果
都
生
師
全校

我們的設計多漂亮!

4B林嘉茵

4B鍾慕祈

Y

eah! 15秒完成!

快 D!快D!要計時

行動四：「吃水果獎勵計劃」

在 四果 ，星 y期e a內h !， 我 們 每 天 都 吃 了 很 多 水

創設語境．
提高語文興趣及能力
建 立互信互助的大家庭關愛文化、積極推行語文教育，已成為本
校的傳統。本校近年致力共同創造良好的英語及普通話的語文

En

vitie

s

n Fes
t

acti

l
M r. M a s o

n's blog

Chat with Mr Mason

2

iva

Language games

r
's corne

Enri
c
Mid- hment
D
Autu
mn F isplayesti
val

utum

uage

Speaker

-A

Lang

Language games

id

學習環境，將語文學習滲透於校園生活，引導學生培養良好的語文
學習習慣，鼓勵學生多聽、多講、多讀及多寫，使每一位學生的語
文能力得到提昇。當中主要的措施是在校園的樓梯及走廊佈置字詞
咭，於小息、午息、全方位時段及課後推行多元化活動，增加學生接
觸及應用語文的機會。推行普通話活動方面包括：委任本校學生成為
普通話大使跟同學作主題交流，普通話母語導師在語文室設「普通
話天地」，跟學生進行各類遊戲活動，並定期用普通話進行廣播。
而英語活動方面包括： Festival Puzzles、Mottos Quiz、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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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r、Language Games、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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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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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play competition

春節大掃除

齊來show一show

音樂表演

興趣班

學校活動
德育及公民教育劇場

陸運會

活力健康操

常識科專題活動

基督少年軍

演戲劇．學解難
我

們深感學生除了需要學習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擁有活潑的思維，更需要掌握
解難的能力，以應付未來的社會變遷、科技發展，以及人際關係等問題，
故此，本年度中文科舉辦「奇謀妙計顯神通」話劇大匯演，期望學生能透過演繹
古今中外的解難故事，學習掌握不同的解難方法。

中文科話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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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學習

學校旅行

北區跨校閱讀大使

親子工作坊
共建和諧親子樂工作坊

大朋友和小朋友一齊來學習管理情緒。

兒童組活動快要開始了，Are you ready?

我們學到很多情緒管理的方法，yeah！

家長教師會快訊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分享

父母和孩子一起反思，共同建立
有效的溝通模式。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蔡錦輝先生

囝囝和囡囡於今年踏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 升上小學一年級了。
囡囡性格文靜被動；囝囝則好動、好奇心強，而且他倆是所謂的「細仔」——入讀小一時還未滿六歲，所以頗掛心他們適應小一
生活之心理狀況。
父母眼中的兒女，那會不是千里馬、百里駒呢？但縱有千里馬之能，還須伯樂之發掘與培育。
囡囡課堂的適應未有多大問題；囝囝則因上述性格使然，未能「乖乖」聽課，老師對他總有些微言，我聽在耳中、放在心裏，思
慮著囝囝未能「乖乖」之表現，會否迅速在老師心中「定形」，而影響了他往後之學習生涯呢？
如是想之際，囝囝的英文課老師——李老師，相約我們面談，夫婦倆懷著忐忑心情，心裏盤算著囝囝是否學業成績不理想或是行
為不當遭老師投訴呢？
但這一切憂慮在與李老師相見後，便一掃而空了。
原來李老師只是發覺囝囝近來表現下滑，擔心是否與囝囝前一陣子入院療病而影響了他的學習情緒而與我們溝通，老師更與我們
一起思考用甚麼方法去讓囝囝重上學習正軌。
李老師流露的關心，言談間對囝囝的優點加以肯定，這對作為父母的我們是何等的喜悅，心裏也感謝恩主讓李老師成為囝囝的伯
樂，讓囝囝在這一個重要的階段，建立的不只是知識上，而是影響他一生的信任與關愛。
兒女是天父賜下的珍珠，這些珍珠有大顆的、也有些是較小的；有比較耀目的，也有較暗淡的，但他們卻同是一樣寶貴的。如今
我們的珍珠都交在老師的手裏了，我深盼在宣小老師的悉心栽培下，讓較大顆的、耀目的珍珠更光采悅目；也讓較小的、暗淡些的珍
珠慢慢茁壯，再展光芒。
冰心說她的母親用充滿愛的眼光去看她，所以她也就變成可愛了。我期盼我們透過家校合作，繼續把愛傳播到每一個孩子身上。

故 事

家長教師會委員(康樂) 余曉惠女士

社會快速的變遷，家長的工作十分繁忙，往往造成兩代之間溝通上的困難和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的差距問題。我覺得兒童故事可
以在成人和兒童的溝通上發揮橋樑作用。
故事提供很多生活情境和社會現象，使孩子明瞭人與人之間要如何相待才可以和洽共處；故事也教人要怎樣處事才是公正不柯，
要怎樣愛物才能與大自然和諧並存。經常閱讀這些故事，會使兒童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書中人物的高尚行為和品德，會慢慢地融
入個人的性情中。這種兒童故事就幫了家長一把，免你們嘮嘮叨叨地向孩子說教，或板起面孔對孩子訓斥。但不要把道理過分明顯地
擠進故事裏，生硬地道出故事的教訓，這樣，只會使孩子覺得枯燥乏味。希望家長能在百忙抽空一試吧！

家長學堂
樹脂粘土製作班：迷你五代同堂

楊太，謝謝你！你是一位
好老師！(楊太是第六屆
家長教師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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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們是多麼留心呢！

楊太正在個別指導
同堂的果子。

學員如何製作五代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廉潔選舉推廣」北區倡廉活動 高小標語創作比賽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優 異 獎 4A鄒翠玲、4B李祟基、5B施漢生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廉潔選舉推廣」北區倡廉活動
高小標語創作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主辦
優 異 獎 4A鄒翠玲、4B李祟基、5B施漢生

Hong Kong School Net
優 異 獎 4A鄒翠玲、4B李祟基、5B施漢生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2nd “Learning Fun” English
HongScholarship
Kong School Net
初小級獎學金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金獎
3B傅恩陶
銀獎
3B范穎心
The 2nd “Learning Fun” English Scholarship
銅獎
3A周芷菁
初小級獎學金
優異獎
1C廖玉瑩、1C林偉樂、
2B何卓賢、 2B陳芷晴
2C李穎琪、3A盧嘉儀
金 獎
3B 傅恩陶
高小級獎學金
銀
獎
3B 范潁心
金獎
4A阮溢恆
銀獎
4A陳晉
銅
獎
3A 周芷菁
銅獎
5A古梓棽
優 異獎 4B林悅琪、4B簡思恆、5A賴采玲
1C 廖玉瑩、1C 林偉樂、 2B 何卓賢、 2B

Hong Kong School 新界區中小組
Net
金 獎 4A潘燕瑜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2nd “Learning Fun”
English Scholarship 主辦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初小級獎學金
香港校際朗誦節
金獎
3B傅恩陶
銀獎
3B范穎心
粵語獨誦
銅獎
3A周芷菁
冠
軍
4B何朗為
優異獎
1C廖玉瑩、1C林偉樂、 2B何卓賢、 2B陳芷晴
2C李穎琪、3A盧嘉儀
亞軍
2C陳頌喬、2C賴俊浩、4A葉卓靈
高小級獎學金
1A黃子瑜、2B梁沛瑜、4A陳 晉、5A田沅瑧
金 獎 季 軍4A阮溢恆
銀獎
4A陳晉5B李嘉倫、5B歐陽民濼、6B曾婉芯
銅獎
5A古梓棽
1A黎凱盈、1B陳悅盈、1B何梓僮、1C王以琳
優 異獎 4B林悅琪、4B簡思恆、5A賴采玲

「廉潔選舉推廣」北區倡廉活動 高小標語創作比賽

優 異 獎

陳芷晴

李穎琪、3A
盧嘉儀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2C
主辦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澳門賽區
協辦

第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1C黃文欣、2A程珀清、2A梁君睿、2A林妙亭

2008年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高小級獎學金
小三四組
獎
4A 阮溢恆
優異獎 金
4A阮溢恆、4B馮懷樂
優 良獎 4A黎鎮煒、4A梁紹銘、4B梁文輝、5B譚兆峰
銀 獎
4A 陳 晉
教育評議會 主辦
2007-08年度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明考你IQ」大賽
銅 獎
5A 古梓棽
小六組 亞 軍 6B張睿冰、6B梁曉雯、6B袁凱形、6B呂嘉琛
優 異 獎
4B香港浸會大學
林悅祺 、4B 簡思恆、5A
賴采伶
宣道會陳朱素紀念中學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合辦
2007-08年度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二 等 獎 5A梁皓鈞、5A吳家橋、5A何嘉盛、5A王尚哲
5A蕭綺雯、5B謝信成、6A李松欣、6A陳遵行
誠信活力「Superkid」至尊活力聯盟及問答擂台
6A李敬呈、6B葉永健、6B陳鈞泰、6B梁壹銘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澳門賽區 協辦
2A何海澄、2B葉詠琳、2B劉佐靈、2C李穎琪
優良獎狀
2008年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2C胡學然、2C馮竟晴、4A馮靖藍、4A黃詠琳
小三四組
4A蔣芍樺、4B馮懷樂、4B陳梓揚、5B潘美玲
優 異 獎 4A阮溢恆、4B馮懷樂
優 良獎 4A黎鎮煒、4A梁紹銘、4B梁文輝、5B譚兆峰
5B周福臨、6B張樂怡、6B梁曉雯
教育評議會 主辦
粵語集誦
2007-08年度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明考你IQ」大賽
小六組
亞
軍
6B張睿冰、6B梁曉雯、6B袁凱形、6B呂嘉琛
優 良 獎 狀 三、四年級散文集誦（男女子組）
宣道會陳朱素紀念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合辦
英詩獨誦
2007-08年度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
二 等冠
獎 軍5A梁皓鈞、5A吳家橋、5A何嘉盛、5A王尚哲
2B梁沛瑜、4A蔣芍樺
5A蕭綺雯、5B謝信成、6A李松欣、6A陳遵行
亞
軍
2C陸匯靈
6A李敬呈、6B葉永健、6B陳鈞泰、6B梁壹銘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澳門賽區 協辦
第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中文獎項
2008年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6A古鎧怡、6A李松欣、6B梁曉雯、6B梁壹銘、6B劉梓筠
銀獎
6A羅健熙、6A梁曉詠、6B陳鈞泰
小三四組
英文獎項
異獎
4A 阮溢恆、4B 馮懷樂
金 獎 優6A羅健熙、6B陳鈞泰、6B梁曉雯
銀獎
6A梁曉詠、6B尹錦輝
優6B梁壹銘、6B袁凱形、6B劉梓筠
良獎
4A 黎鎮煒、4A 梁紹銘、4B 梁文輝、5B 譚兆峰
銅獎
數學獎項
教育評議會 主辦
金獎
6B梁壹銘、6B袁凱形、6B劉梓筠
銀 獎 2007-08年度北區小學「數學迷城之明考你IQ」大賽
6A梁曉詠、6B尹錦輝
銅 獎 小六組
6A李松欣、6B陳鈞泰、6B葉永健、6B梁曉雯
亞 軍 6B張睿冰、6B梁曉雯、6B袁凱形、6B呂嘉琛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1A劉家翎、1B莫晉諺、1C文 慧、2A梁君睿
第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2A蘇卓瑤、2A杜安淇、2B李凱琳、2C林逸晴
中文獎項
金獎
6A古鎧怡、6A李松欣、6B梁曉雯、6B梁壹銘、6B劉梓筠
2C吳朗齊、3B張 蒨、4B林悅祺、5A賴采伶
銀優
獎 良 獎6A羅健熙、6A梁曉詠、6B陳鈞泰
狀
5A廖芍然、5A何嘉盛、5A李顯揚、5B王詠琳
英文獎項
金獎
6A羅健熙、6B陳鈞泰、6B梁曉雯
5B鄭沛欣、5B林凱茵、5B謝潔泳、6A歐陽紫慧
銀獎
6A梁曉詠、6B尹錦輝
6A張穎然、6A朱允呈
銅獎
6B梁壹銘、6B袁凱形、6B劉梓筠
英詩集誦
數學獎項
金優
獎 良 獎6B梁壹銘、6B袁凱形、6B劉梓筠
狀 低級組英詩集誦（男女子組）
銀獎
6A梁曉詠、6B尹錦輝
普通話獨誦
銅獎
6A李松欣、6B陳鈞泰、6B葉永健、6B梁曉雯

高小組

金 獎

5A賴采伶、5B林思寧、5B林凱茵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合辦

2007-08年度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
5A 梁皓鈞、5A 吳家橋、5A 何嘉盛、5A 王尚哲
二等獎

5A 蕭綺雯、5B 謝信成、6A 李松欣、6A 陳遵行
6A 李敬呈、6B 葉永健、6B 陳鈞泰、6B 梁壹銘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季軍

2A程珀清、3A朱立勤、4A潘燕瑜、5B林思寧

冠軍
季軍

4B林悅祺褀
4A潘燕瑜、4B黃文玉
1B張嘉晉、1B張芷瑩、1B譚巧楠、2A梁君睿
2A邵偉祐、2A余溢希、2B姜依琳、3A許祚浩
優良獎狀
3B張 蒨、4A蔡毅恒、4B林嘉茵、4B葉穎鍶
5A陳美怡、5A黃晞莛、5A古梓棽、6B劉美雪
普通話集誦
季軍
五、六年級詩詞集誦（男女子組）

第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邀請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圖書館主任組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合辦

中文獎項

「TVB」兒童節2007兒童故事比賽

金 獎 6A 古鎧怡、6A 李松欣、6B 梁曉雯、6B 梁壹銘、6B 劉梓筠

家庭組

冠 軍 2C陳頌喬

銀 獎 6A 羅健熙、6A 梁曉詠、6B 陳鈞泰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英文獎項

四級鋼琴獨奏 冠 軍 6B 袁凱形
中級組箏獨奏 季 軍 5A 陳美怡

金 獎 6A 羅健熙、6B 陳鈞泰、6B 梁曉雯
銀 獎 6A 梁曉詠、6B 尹錦輝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主辦

銅 獎 6B 梁壹銘、6B 袁凱形、6B 劉梓筠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歌唱比賽

數學獎項

初小獨唱 優 異 獎 2C 王晴欣

金 獎 6B 梁壹銘、6B 袁凱形、6B 劉梓筠

「從長城到奧林匹亞藝術行民族聲中國情系列活動」書畫類比賽
書畫類美術專業 兒童組 二 等 獎
2A 馬弘忻、3A 侯凱倫、4A 陳晉

銀 獎 6A 梁曉詠、6B 尹錦輝
銅 獎 6A 李松欣、6B 陳鈞泰、6B 葉永健、6B 梁曉雯

５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香港教育局 合辦

第四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日本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 日本ァジァ文化交流協會 主辦
石獅市東南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協辦

中國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銀 獎 6A 陳遵行
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主辦

低年級 1A蔡思穎、1A劉家翎、1A蘇幸言、1B陳悅盈、1B蔡 遙
乙級獎 1B馮穎妍、1B關詠欣、1B林婉甄、1C陳秋而、2A蘇卓瑤
2A杜安淇、2A胡皓文、2A邱靖桐、2B梁沛瑜、2C蔡可儀
2C陸匯靈、2C王晴欣、2C胡學然、2C楊斯詠、3A莊曉嵐
3A梁嘉穎、3A岑倩儀、3B范潁心、3B傅恩陶
高年級 3A鄭朗怡、4A吳雪瑩、4A蔡嘉詠、4B陳倩琪、4B何卓羚
乙級獎 4B林悅祺、4B馬翠薇、4B葉穎鍶、5A黃晞莛、5A容 蓉
5B周福臨、5B詹茜茵、6A朱允呈、6A徐慧霖、6A梁曉詠
6A鄧曉兒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07-2008

Milly Molly CD 封面設計比賽

6B袁凱形
三項鐵人總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合辦

小學組 優 秀 獎 2C吳朗齊
Mattel 兒童快報 主辦

芭比之「森林公主」有獎問答填色比賽
優 異 獎 2C 王雪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廉潔選舉齊推廣」北區倡廉活動初小碎紙畫比賽
優 異 獎 1A 李恩潼、2B 劉舒慰
粉嶺神召會 主辦

「耶穌是世界的光」親子創作填色比賽
高小組 冠軍 5B鄧泳賢 亞軍6A陳遵行 優異5B林凱茵、6A李卓礽
初小組 冠軍 3B范潁心 亞軍3B鄧浩峰
優異 1C馮嘉麟、1A李恩潼、2C陳頌喬、3A侯凱倫
北區區議會 主辦

「齊建共融社區」填色比賽2007
冠軍 1A李恩潼
北區醫院 主辦

「積極推廣心肺復甦法．建立安全社區．燃點生命火花」填色比賽
高小組 冠軍 5B鄧泳賢 亞軍6A陳遵行 初小組 冠軍 1A李恩潼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攝影大賽組委 主辦

「心繫家國．彩繪奧運」第九屆「雛鷹杯」書法及國畫比賽
書法比賽 銀 獎 5A 田沅臻 銅 獎 5A梁皓鈞、6A 李卓礽
國畫比賽 銀 獎 6A何顯豐、6A 李卓礽
香港廉政公署 主辦

「活力小Teen地」襟章設計比賽
高小組 銅 獎 6A陳遵行、6A李卓礽、6A李秋童

「活力小Teen地」漫畫創作填色比賽
初小組 銀 獎 2C吳朗齊
銅 獎 2C王 雪、2C陸匯靈

小鐵人邀請賽
2007小鐵人邀請賽
女子8-10歲組別
冠軍 5B王詠琳
2007小鐵人邀請賽
女子11歲以上組別 季軍 6B袁凱形
2008水陸兩項鐵人賽 女子1997組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辦

北區小學學界游泳比賽2007-2008
女甲組
女甲組
女乙組
男乙組

50米胸泳 冠軍、100米胸泳 亞軍 6A李燕珊
50米胸泳 亞軍、 50米自由泳 優異獎 6B袁凱形
50米自由泳 冠軍、100米自由泳 亞軍（破大會紀錄）5B王詠琳
50米胸泳 優異獎、100米胸泳 亞軍 5A吳家橋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主辦

Skippy全港小學跳繩比賽2007-2008
男子組45秒個人花式跳 冠軍 4B何朗為
男子丙組團體 亞軍 2B羅愷軒、2C張昊揚、2C葉銘軒、3A崔倬僑
3A謝睿弢、3B葉銘釗、4A陳啟同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主辦

全港跳繩分齡賽2008
單人繩個人花式12歲以下男子組
季 軍 4B 何朗為
Skipper'z跳繩者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合辦

北區小學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3A崔倬僑、4A唐樂瑤、4B何朗為、5A吳倚穎
5A吳家橋、5B鄭祐充
個人花式賽 冠軍 4B何朗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團體速度賽 冠軍

北區乒乓球隊際比賽
女子組 季軍 2A 梁君睿

男子組 亞軍 4A 阮溢恆

宣道會聯校乒乓球比賽2007-2008
男子初級組 亞軍 5A 陳敬孜

男子初級組 季軍 4A 阮溢恆

粉嶺禮賢會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小學男子組 亞軍 5B周彥嵐、6B陳賀友、6B梁壹銘、6B林明彤

編輯委員會
顧問：朱懿坤校長、尹素嫻副校長
組員：鍾綺明老師、周淑美老師、周巧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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