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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媚校長

    期末將至，代表一整年的學習階段快要結束，同學們是時候作出總結及回顧了。《學習

成果篇》正輯錄這學年的主題學習活動，除了滿載同學們努力的成果外，我們更期望透過

《學習成果篇》能讓大家感受到他們「勤於學習、善於感悟、勇於實踐」的精神，就讓我們

一起重溫同學們的學習歷程吧！

    學校重視全人發展，希望透過不同的學習平台，拓闊學生視野，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

成就更遠大的理想。除了各學科積極推動校本課程，讓同學參與不同的學科活動外，透過參

加升旗隊的訓練及「同根同心—廣州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交流團等活動，同學們的自我

管理能力及對國家和社群的情意藉此提升，更重要的是學懂如何承擔責任。在參與「拾香

情」開放日的表演過程中，讓同學們親身體現了「奇蹟是可以創造，但是要透過汗水」的道

理。所以，他們都認真投入每次綵排練習，望能在正式演出時致臻完美。這些課堂以外的難

得經驗，實屬寶貴，確是終生受用。

    學校一直致力優化關愛校園，我們深信同學們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中成長，才會懂得主動

關愛別人。感謝各教職員對學生關顧有嘉，同學們亦透過不同的科組及支援活動學會包容及

感恩，學校已連續第五年榮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教育局主辦的「關愛校園」榮譽，這就是

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

    學校除了重視學生的智能及體藝發展外，亦積極推展家長教育，以持續進修的形式建立

家長教育文化。我們十分鼓勵家長透過參加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吸取不同層面的教育知

識，以求自我增值，並提昇親職效能，藉以協助子女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及作為子女在學習

上的支援者角色。家長在「香島家長學堂」獎勵計劃所付出的努力應予以肯定及表揚。

    今年是香島道官立小學踏入第六十三個學年，學校一直有賴一群教學表現出色，對教學

工作充滿熱忱的老師施以耐心的教導，讓同學們在小學階段能打好學習根基，可在日後向更

高、更遠大的理想進發，今天歷屆校友無論在學業上或社會上均取得傑出的成就，而他們卓

越的表現正是「香官」的驕傲。

    新的學年，學校將迎接新的三年周期發展計劃。感謝學校管理委員會就學校發展方向提供

寶貴的意見，亦感激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及校友會的支持，在一群專業盡責的教師團隊同心協力

下，相信同學們定能有所成就。就讓我們一起肩負培育孩子的重任，讓孩子敢於夢想、學會感

恩、慎思明辨，擁有面對挫敗的勇氣；讓他們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成為學會學習的人。

校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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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籤遊戲  全神貫注

畫功精細  創意無限

社會和諧 公平公正

攤位遊戲

    4月29日(星期五) 以「拾香情」為主題的開放日在溫馨、和諧

及熱鬧的氣氛下舉行。學校希望透過昔日的人與事帶出惜愛、重

情、守禮，讓大家重拾香港精神，建立和諧共融社會。主禮嘉賓註

冊心理學家洪傑美女士、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康陳翠華女士、學校

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陳展桓女士、多位歷任校長、友校校長、校

友、家長、區內幼稚園家長及學生均十分支持是次開放日，來賓的

蒞臨令開放日生色不少。

    開放日活動主要分為攤位遊戲及典禮兩部份。同學們及幼稚園

的小朋友透過攤位遊戲、視藝展、心意卡製作及故事樂園等活動，

對校園生活、德育及公民教育資訊、香港昔日情懷及祖國均有進一

步的認識。

    典禮方面，英姿煥發的龍獅隊引領主禮嘉賓進場，再於台上舞動彩龍為典禮揭開序幕。接著，中國舞、中詩朗誦

及童謠輕唱等讓大家回到從前，透過短片「香港精神」喚起大家努力奮鬥、積極向前的精神。同學們亦展現了青春活

力—合唱、英詩獨誦、花式籃球及花式跳繩等演出將現場的氣氛推向高潮。最後全體大合唱帶出「香島情懷」，讓

大家一同見證香島道官立小學茁壯成長，肯定學校在教育界的貢獻。

    「拾香情」開放日獲得來賓一致讚賞，這份榮耀是全體師生長期共同努力所得到的成果。從排練到演出；從籌

備、設計到主持攤位活動，同學們都不斷學習，努力改善。這寶貴的一課讓同學更加了解自己；肯定個人潛能；提升

自我形象；建立了正面的價值觀。

心意卡—送給最愛的您

故事園地樂繽紛

足球遊戲  眼明手快

彈彈波子   手眼協調

「拾 香 情」開放日

國旗區旗知多少

合力拼砌   力求完善

成語猜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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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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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獎優異獎 冠軍

昔日照片見証成長

升旗隊隊員敬禮

家校合作 溝通聯繫

奧數精英—華夏盃及港澳盃得獎同學

嘉賓到賀

嘉賓撥冗光臨

填色比賽

「拾 香 情」填色比賽 —得獎作品

我的作品真棒！我們的作品得獎啊！
我很喜歡這一幅呢！

23
1

友校校長
蒞臨本校

到賀

校友到場支持學弟妹

見證拾香情

主禮嘉賓接受同學們的精心畫作

主禮嘉賓洪傑美女士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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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位小五、小六學生參加了「同根同

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是次交流計劃主要分為

三部份。首先老師安排同學及家長參加簡介會了解計劃內容及目

的，讓學生對是次交流活動及參觀場地有初步的掌握和認識，如

濕地的生態系統，再生能源的發展及有機耕種對環境的影響等。

    第二部份是到廣州參加兩日一夜的交流活動，活動包括到廣

州一所小學探訪交流，與國內同學一起上課學習、參觀再生能源

研究所、濕地公園及有機農場，了解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概

念。同學們透過交流、觀察和親身經歷，將考察所得與課堂所學

結合，並以交流的所見所聞與已有知識作比較、引證、分析和思

考，深化日常所學，從而建構新知識。

    第三部份學生在老師適切的協助下集中探討和深入了解學習

重點，透過觀察、討論、反思等學習環節，促進學生從多角度思

考。同學們回港後分組完成專題報告，並於分享會中向全體高年

級同學總結和分享學習成果。當中的一組同學更獲得是次交流計

劃中「專題研習比賽」高小組優異獎，亦有三位同學獲得交流團

優秀學生獎。可見同學們在交流計劃中獲益良多。

「同根同心」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5-2016）

分享會
—小組匯報

交流團優秀學生獎
6A楊若禕、6A林昊弘、5A黃浩男

「專題研習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同根同心」交流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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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一曲

國內同學細心講解

基礎鍛練  揮拍擊球

最輕的新能源

一同訓練 技巧切磋

引証實況  深化所學

主動提問 探究解難新能源系統模型

廣州小學交流豐富的學習歷程

我們出發了再生能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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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多樂趣

I-PAD教學課堂
    為了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本校為小四的學

生設計了運用平板電腦學習的中文課堂。該課節

的教學目標，是認識多感描寫並賞析文中優美的

語言，從文中領略多感描寫手法、作者怎樣描繪

景色秀麗的桂林山水及培養對中華文化欣賞之

情。學生在課堂中以小組的形式，根據老師的

指示在平板電腦上寫出圖片中景物的特點，展開

想像，運用五感的描寫法及比喻法描述景物。最

後一名代表綜合討論結果，口頭描述圖中景色，

並同步錄音，全班同學再進行同儕互評及教師回

饋。課堂中，可見學生非常投入，而且積極參與

討論，共同完成任務。

A Visit to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As apart of the PLP/R-W programme, the P.2 class visited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in February. They read a big 
book called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The story is about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visit the science museum and see 
animals coming out from the pictures. During their visit, they 
also walked through the dinosaur room and the mirror room. 
The real life science museum visit was arranged to allow the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story in reality. 

English Day
  Just before the Christmas holidays, we held our annual English 
Day activities. An English assembly was held in the morning to 
raise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Christmas and create a festive 
atmosphere. A group of students also performed reader’s theatre on 
the story of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After the assembly, the 
classes took turns in going to the hall for English booth games while 
the other classes had Christmas parties in their classroom.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the games and prizes were given after playing the 
games.

中文科

English

4A 黃祖廸

4A 陳炫欣

4A 郭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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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靜雯 4A

  參加奧數比賽，看到第一道題

目覺得有些困難，以為拿不到獎

項，最後拿到銀獎，十分開心。

數學拔尖班
    本校致力發掘學生的數學潛能，挑選四至六年級具數學潛質的學生進行培訓，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科的興趣及解難

能力。本年度四至六年級拔尖班成員均在校外奧數比賽中獲得不錯的成績。

數學拔尖班成員

拔尖班成員心聲

郭鎮 6A

  我能夠入選奧數班感到又開心又榮幸。我很多謝學校開辦奧數班，

使我有機會和其他數學精英比拼。我期望學校未來繼續開設奧數班。

  在初次參加奧數比賽，我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及後我以平常心參

與，因為放鬆心情才能取得好成績。當然平時有空也要多做練習啊！

黃穎詩 6A

  我覺得奧數班

很有挑戰性，我學

懂了更多有關數學

的知識，我期望在

準備充足下再次參

加比賽，從而獲取

更好的成績。

張浩琛 6A

  我在奧數班學到了很

多課外知識，雖然很困

難，但我會努力學習。參

加比賽時，我十分興奮，

因為可和其他人競賽是一

件很刺激興奮的事啊！

江玉滕 5A

  我很開心能入選奧數

班，從中我可以提升對數學

解難的能力。

郭加理 4A

  參加奧數比賽能

獲得獎項，我感到十

分開心及有成就感。

曾浩軒 4A

  我覺得奧數班很有挑戰

性，老師教不一般的數學。

  我有充分心理準備去挑戰

任何比賽對手，期望可以拿到

優異的成績，為港爭光。

梅明俊 4A

  我很開心能加入拔尖

班，導師給我很多數學上

有用又有趣的知識。

黃浩男 5A

  我感激老師挑選我加入奧

數班，提升了自己的數學能力

及計算技巧。

  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及自信

去參加奧數比賽，自己能得到

銅獎，更能推動自己再加油及

努力。

周芷妍 5A

  參加奧數班能訓練我的高階思維能力。

  我參加奧數比賽，當時的心情很緊張，

但又提醒自己要充分發揮潛能，爭取好成

績！終於我得到銅獎，很開心！我會繼續努

力，再上一層樓。

姜俊儀 5A

  我一開始上奧數班的時候覺得很困難，後來漸

漸發現奧數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複雜，而且老師的

教學令我吸收得很多呢！

陳家豪 4A

  上奧數班可以學習一

些很難的數學，驅使我會

努力和用心去學，期望可

以拿到好成績。

黃紫菁 4A

  我加入拔尖班感到很開心，因為我可以學

到更多關於奧數的知識。

  參加奧數比賽，我感到有些緊張，因為那

是我第一次參加公開比賽。原以為很困難，經

過拔尖班的培訓，都覺得很容易解決。

陳炫欣 4A

  我參加奧數班時，一開始感到很困難，但經

過老師的教導下，發覺奧數很奇妙。

  我在港澳盃初賽中拿到銀獎，我感到很高

興，希望下年繼續努力，可以獲取更好的成績。

張尚宝 5A

  參加奧數班，我

學會了計算數學最快

捷的方法，我會繼續

努力學習，期望爭取

更佳成績。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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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課堂活動
    課堂上，教師通過拼音辨讀、小組對話、唱兒歌、說故

事和玩遊戲等多元化教學活動，鼓勵學生進行語音練習。

吟詩誦詞活動
    舉辦詩詞朗讀活動，讓學生從朗誦

中感受語音的節奏美，學生在愉快的環

境下學習普通話。

廣播活動
    普通話科定期廣播，透過展板展示廣

播內容，讓同學重溫廣播的資訊和語音知

識，讓學生隨時隨地學習普通話。

今年圖書館新增了還書箱，
同學還書方便很多啦！

星期三英文圖書閱讀日令
同學多閱讀英文書

低年級在堂上進行語音遊戲。

三年級同學正在拼寫聲調。

低年級的學生正在進行角色扮演。

圖書館服務生齊心合力為同學服務。

    本學年設有每星期一節的圖書課，並以隔週形式進行中、英文的

閱讀活動。同學均喜愛上圖書館借閱圖書，本學年借書量比去年同期

增長80 %，尤其英文書借閱量為去年的4.5倍。

    今年亦繼續籌辦圖書館服務生計劃，從而培訓有服務才能的學

生，加深他們對不同類型圖書的知識。他們的熱心服務，亦令圖書館

的運作更加暢順。

    另外今年於中堂設置還書箱，方便同學歸還圖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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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長知識
常識科
探究學習

學生以小組形式互相分享及討論

學生透過教育性參觀作探究學習

1A(11) Lam Hau Yuen Oscar 1A(23) Ho Hang Yi 2A(13) Leung Hei Shun

4A(12)Li Ngo Sheung Charles 4A(21)Wong Pak Lok 6A(10) Lai Wing Lun

「優秀網站選舉2015」及學習平台
    電腦科在本學年繼續參與「優秀網站選舉2015」，同學瀏覽了候選的優秀網站後，都踴躍投票。透過活動鼓勵同學

多瀏覽健康網站，培養他們建立良好的上網習慣。在校內積極推廣「拒絕不良資訊，瀏覽健康網頁」的上網態度。

    優秀網站選舉完成後，老師會設計工作紙給同學完成，希望同學能深入瀏覽一些益智的網頁，增進知識，擴闊視野。

電腦科

心意卡設計活動及「拾 香 情」
開放日海報設計活動

    本年度電腦科舉辦了兩項設計活動，分別

是一至三年級同學參加的「心意卡設計活動」

及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的「拾 香 情」開放日

海報設計活動。在活動中，同學運用已學習的

電腦繪圖技巧和知識設計出具有美感和創意的

心意卡和海報。

    本校重視學生以探究的摸式學習，藉

以提升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故此常識科

設有專題研習，透過主題式的探索學習，

提升他們於資料搜集、協作、口頭匯報及

思考方面的能力。

    本學年學校亦籌辦了教育性參觀，透

過參觀活動，同學可在課室以外的地方，

輕鬆愉快地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

學生向同學匯報
研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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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一至三年級體育科按課程綱要進行基礎活動教

學，以身體操控、用具操控及韻律活動鞏固學生的

身體協調及基本運動技巧。四至六年級則進行不同

範疇的教學，涵蓋體適能訓練、球類、跳繩、田徑

等項目，讓學生學習不同體育項目的知識和技能。

「體適能獎勵計劃」
    本年度五、六年級同學於課堂中進行體能訓練及測試，成績理想，約64%

同學考獲獎章。體適能計劃不但提高學生對健康體適能的意識，更可加強同學

們的體能耐力，從而強健身心，令學生參加其他運動項目時更得心應手。

「運動獎勵計劃sportACT」 
    二至六年級同學於2015年暑假參加了「夏日動感挑戰」共有18位

同學獲取金、銀或銅獎。全校同學亦已於上學期完成「運動獎勵計劃

sportACT」，獲得金獎的有44位同學、銀獎有14位、銅獎有26位。 本校更

榮獲「活力校園獎」，表現非常理想，可見同學們均善用課餘時間做運動，

有益身心。

「校外賽事及演出」
    同學們由老師帶領參加多個不同的校外比賽，包括友校接力賽、校際田

徑比賽、籃球比賽及羽毛球比賽。本校籃球校隊更於第四屆「胡振中盃」全

港小學籃球邀請賽勇奪男子銀盃賽殿軍及女子銀盃賽季軍。此外，舞蹈組及

跳繩隊於學校開放日的精彩演出亦獲得嘉賓們的一致讚賞。
sportACT各級獲獎代表

音樂科	
    本校除了在音樂課中教授學生基本的音樂知識、歌唱及演奏技巧外，還會安排學生欣賞不同的音樂會，藉以提升

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及評賞音樂的能力。

    本校舉辦了校內午間音樂會及歌唱比賽，讓學生有上台表演的機會，也讓其他同學多接觸及學習欣賞音樂。另

外，學生也有不少機會欣賞其他樂團的演出，例如學校安排了學生欣賞管樂樂團及弦樂團的音樂會，又安排他們參與

以粵劇為主題的「戲棚粵劇齊齊賞」活動。

體藝展潛能

午間音樂會 「戲棚粵劇齊齊賞」「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女子籃球隊

夏日動感挑戰—獲獎同學

體適能獎勵計劃金、銀、銅章精英 團結合作 全力進攻 

全神貫注  精準投射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籃球隊
胡振中盃—男子銀盃賽殿軍

胡振中盃—女子銀盃賽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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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舉行的活動真是多彩多姿，學生可參與各式各樣既有趣又創新的學習活動之餘，亦從中認識更多視覺

藝術以外的知識，擴闊他們的眼界。

    學校所舉行的開放日以「拾 香 情」為主題，學生於視藝課堂內搜集有關主題的相片及資料，描繪及創作出他們居

住多年，而且十分熟悉的香港仔漁港畫作，開放日當天，老師更精選部分學生作品於校內展示給來賓欣賞。

香港仔漁港系列

    南區廉潔選舉推廣活動「智多多公平公正」貼紙畫

比賽，十位得到優異獎的學生與校長合照。

    本年由老師推選四甲

班陳炫欣和戚宇晴同學為

本校的藝術大使，她們將

會履行責任，積極推動本

校的藝術發展。

校外比賽

視覺藝術科

魏翠然 陳 熙吳嘉寶

藝術大使計劃 視藝創作展

    本科亦參加由教

育局舉辦的全港小學

視覺藝術創作展，這

是評選入圍學生的其

中一幅作品。

4A霍靜雯

3A 4A

陳子誠

霍靜雯

徐詩淇

6A

鄧詠雯 伍子晴 袁豪鋒

郭鎮 譚麗珠

  學校更為同學提供不同的機會讓他們發揮藝術潛質，

令他們獲得大眾的認同。從學生屢獲獎項的經驗，便可知

道我們的學生所付出的誠意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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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成立升旗隊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組成一個「訓

練有素、形象鮮明」的隊伍，同時亦讓他們學習紀律和

服務、以及加強對祖國的認識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本學年共有十八位同學參加升旗隊，為了讓同學能

獲得有質素及正規的訓練，學校專誠聘請香港升旗隊總

會的導師到校培訓同學，同學在剛過去的一個學年裏，

除了學習基礎步操，還認識升旗禮儀動作和技巧。

    本年五月八日，同學還參加了升旗總會於金紫荊廣

場舉行的升旗禮，當天家長也有到場參觀，大家親身體

驗了一個莊嚴認真的升旗儀式。

本校升旗隊與其他學校的隊伍來個大合照

我們向大家敬禮啊！

升旗隊
隊號 P131

家長和同學一起合照
隊員參加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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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青年中心合辦「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免費提供適切的課後支援

服務。本計劃的內容豐富多姿，除了協助學生解決學業上所面對的困難外，還由專業社工及導師帶領學生參與不同類

型的小組活動，如「歷奇活動」、「社交及自信心訓練」及「體育活動」等，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透過小組活動及歷奇遊戲，讓學生學習與別人相處，
建立良好的社交技巧及溝通技巧。

言語治療師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語言訓練。

導師悉心協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疑難。

    本校言語治療服務的目標是及早識別、轉介和支援校內語障學生，言語治療師會定期到訪本校，為他們提供適切

的個別及小組治療。言語治療師更會與校內教師合作，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共同發展「聽、說、讀、寫」的教學策

略，以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更會透過家長講座，加深家長對語障問題和語言訓練的認識，協助他們掌握和提升子女

的語言技巧；此外，亦會制訂支援語障學生的校本政策，並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營造共融文化。

    言語治療師為家長舉行「增

強子女語言能力之家居訓練及技

巧」講座，教授家長於家居訓練

孩子語言能力的技巧。

言語治療

花式跳繩

魔術

水墨畫班

個別及小組治療

    課後支援班是為學習英語有困難的學生提

供課後支援，改善他們學習英語的技巧，從而

提升他們的英文學習能力和興趣。
教師於課後為學生提供英文
輔導，鞏固課堂所學。

家長講座

興趣活動工作坊

功課輔導班小組活動

區本計劃

課後支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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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輔導計劃
校本輔導

「一人一目標」：同學透過

遊戲學習訂立個人目標，

各組努力砌砌砌，盡力向

著 所 定 下 的 目 標 前 進 ！

Fighting!!

「守護天使遊戲日」：四至六年級的守護天使設計和帶領了

不同的遊戲給小一的學弟妹玩，有估領袖、競技遊戲、傳呼

拉圈，學弟妹都十分享受遊戲過程！

「社工室遊戲時間」：社工室會在小息時段
開放給同學玩耍，讓同學們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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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成長路

「參觀青衛谷」：小三同學參

觀青衛谷，學習選擇合適的朋

友，和交友的正確態度。

「黑暗中對話」：小五同學參加了黑暗中對話體驗之

旅，由視障人士引領同學，運用眼晴以外的其他感官探

索漆黑環境，同學對此活動感到新鮮，並對視障人士多

加一份欣賞和肯定。

「精靈小跳豆」：我們這一

群精靈小跳豆十分喜愛參與

這個小組，除了透過遊戲學

習專注、守規之外，我們更

學會了互相尊重和鼓勵，建

立了一份難捨的友誼！

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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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

「小五成長的天空」：我們在每次小

組時都吵吵鬧鬧，盡顯真性情！一年

眨眼又過，我們今年在香港大學參與

分組定向，又為學校開放日作事前準

備，參與這些活動讓我們對彼此有更

深的認識，感情更深厚。

「小四成長的天空」：由啟動禮到結業

禮，由一次到多次的合作遊戲，由衝突

到磨合，由零到壹，我們這一群小四學

生突破許多障礙，真的成長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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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講座」：由「養和健康教室」的醫生為

同學分享青春期轉變的知識及心態上的適應。

週會

「健康網絡世界」：「YES! Madam!」程警

長到校為我們講解網絡上的犯罪陷阱，提醒

我們要時刻保持警覺，以免負上刑事責任！

「腦伴同行教育計劃」：高錕慈善基金資助

的「腦伴同行教育計劃」，透過木偶劇提升

同學對腦退化症的關注。

「青春期講座」：由「養和健康教室」的醫生為

同學分享青春期轉變的知識及心態上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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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支持家長與孩子一起學習，所以由今年開始，特別籌辦了「香島家長學堂」，

亦藉此感謝家長教師會的大力支持及贊助。

家長講座
本年度「香島家長學堂」舉辦了多個不同類型的講座，讓家長們從不同範疇汲取實用性的管教知識。

「健康網絡世界」：認識現今科技發達，有機

會引致孩子跌入網上犯罪陷阱，家長須提高警

覺性，正確教導孩子使用資訊科技產品。

親子活動
除家長講座，本年度「香島家長學堂」亦舉辦了多個親子活動，讓家長及孩子在假日中感受到不一樣的親子樂。

「親子義工傳愛心」：親子們手裡都拿著自己

親手製作的小禮物—毛巾蛋糕，嘻，這次我

們一起去探訪區內的獨居長者，長者們收到小

禮物都表示十分欣賞！

最重要的是孩子們學會關心長者，爸媽看到孩

子發揮關愛精神，就是最好的收穫！

香島家長學堂

「親子小廚師」：大家「俾足心機」製

作美味的太陽蛋多士，仔細看看，孩子

及家長們擁有一對巧手，雞蛋都是保持

完好放進麵包內，十分厲害！ 

「幫助孩子克服學習困難」：認識不同科目的學

習技巧，有效提升孩子的記憶能力，而且，放手

讓孩子負責自己的功課亦是孩子成長重要一環。

「親子賣旗服務日」：當

天賣旗天色陰沉，似有下

雨跡象，但無影響親子們

做義工的決心。完成服務

後，孩子們領取親子賣旗

義工證書，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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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家長學堂

家長心聲

郭銳熙家長：

    我和兒子都開心能夠一起參加這些活

動。一方面可以幫助別人，另一方面亦促

進我和兒子互相溝通的機會。此外，我和

太太都覺得能參與學校舉辦的講座，能讓

我們掌握多些有關如何管教兒子的技巧。

最後，我們衷心感激學校為我們兒子付出

努力及心血。

魏翠然家長：

    首先，非常感謝「香島家長學堂」

舉辦之精彩活動！其中一堂講座令我印

象深刻，內容講述一位小朋友吃晚飯時

經常坐立不定，原以為該家長會懲罰小

朋友，例如過了晚飯時間後不可進餐，

可惜家長卻不忍孩子捱餓，給他吃餅

乾，小朋友贏了一仗，導致日後惡性循

環，讓我明白到家長也要忍心一下才能

讓小孩子成長！

希望「香島家長學堂」越辦越好，可以

聽到越來越多有關管教的小故事，讓我

們學習到更多。

班別 學生 家長 獎項

1A 郭銳熙 李淑禎女士

卓越家長金獎

2A 李卓悕、李卓橋 李貴發先生

3A 魏翠然 邱偉紅女士

3A 霍家程 項翠珠女士

6A 黃靖琳 彭惠玲女士

1A 鍾孝賢 鍾兆麟先生

卓越家長銀獎3A 林文康 吳思螢女士

5A 張蔚天 李潔端女士

4A 曾浩軒 曾少燕女士
卓越家長銅獎

4A 黃柏希、黃柏洛 陳瑞珍女士

香島家長學堂2015-2016年度卓越家長

霍家程家長：

    從這些活動中，學習到不

同的知識。這些知識可以幫助

孩子成長。

黃靖琳家長：

    多謝「香島家長學堂」過去數月來所舉辦

多元化的講座及親子社區服務。對自己來說，

可以自我增值，學了不少管教及幫助孩子的辦

法；對子女們，就有機會透過賣旗及探訪長者

豐富他們的經驗，獲益良多，大家都能身體力

行，希望各家長日後多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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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成績 得獎生

第二十三屆
全港公開學界龍獅藝錦標賽2016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小學地青規定組　冠軍

6A梁子鴻  6A林昊弘
5A張尚宝  5A周恒賓
5A江玉滕  5A吳宏燊
4A楊家軒  4A陳家豪
4A秦偉臨  3A林子揚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6（香港賽區）初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二等獎 6A郭  鎮

三等獎

6A伍樂聰  6A張浩琛
6A黃穎詩  5A姜俊儀
5A黃浩男  5A周芷妍
5A江玉滕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6（華南賽區）晉級賽

三等獎 6A郭  鎮

「港澳盃」港澳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2016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銀獎
5A張尚宝  4A黃紫菁  4A陳炫欣
4A秦偉臨  4A霍靜雯  4A曾浩軒

銅獎

6A郭  鎮  6A伍樂聰  6A張浩琛
6A董兆雄  5A姜俊儀  5A黃浩男    
5A周芷妍  5A江玉滕  4A梅明俊  
4A郭加理  4A陳家豪

第四屆『胡振中盃』
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明愛胡振中中學

男子銀盃賽殿軍

6A林昊宏  6A袁豪鋒  6A梁子鴻
5A黃浩男  5A周恒賓  5A張力恆
5A吳宏燊  5A張蔚天  5A黎嘉軒
4A陳家豪  4A秦偉臨  3A劉哲軒
3A林健龍  2A許家煒

女子銀盃賽季軍

6A譚麗珠  6A黎詠新  6A梁子瑩
5A周芷妍  5A姜俊儀  5A洪嘉儀
4A霍靜雯  4A徐詩淇  4A戚宇晴
4A陳炫欣  4A吳珮欣  4A黃紫菁
3A林詩慧

港島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100米第八名 5A趙梓宏

第六十七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英文詩詞獨誦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季軍 2A段學梁

優良
6A楊若禕  5A張蔚天  4A吳珮欣
4A陳靖涵  4A戚宇晴  3A王安然
2A雷鼎延

良好 6A黃穎詩

第六十七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5A周芷妍  5A姜俊儀  4A吳珮欣
4A戚宇晴  2A陳思源

良好 3A王安然  2A鄭永俊

第六十七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5A黃振楠  5A周恒賓  5A周芷妍
5A姜俊儀  2A段學梁

2015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南區優秀少年
南區傑出少年

6A譚麗珠
6A楊若禕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教育局及

和富社會企業

最佳專題研習優異獎
6A梁子瑩  6A譚麗珠  6A楊若禕
5A周芷妍  5A姜俊儀

交流團優秀學生獎 6A林昊弘  6A楊若褘  5A黃浩男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譚麗珠

	

香島榮譽榜

22



香島榮譽榜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成績 得獎生

南區廉潔選舉推廣活動
「智多多公平公正」

貼紙畫活動
廉政公署 優異獎

3A林子揚  3A張樂毅  3A陳思行
3A李朗賢  2A施曉琳  2A段學梁
2A鄭永俊  1A梁睿舜  1A梁桌瑩
1A鄭日靖

「假如我是館長」
填色比賽

硬蛋香港體驗館 優異獎 6A梁子瑩  6A鄧詠雯

小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5/2016

教育局 入圍獎 4A霍靜雯  3A林文康

2015南區「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青年團

學生領袖
6A伍子晴  6A譚麗珠  6A伍樂聰
5A周恒賓  5A周芷妍  5A張尚宝
5A張逸桐

第52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高小組
中國舞
乙等獎

6A  楊若禕  黃穎詩  鄧詠雯  伍子晴  梁子瑩
5A  周芷妍  杜凱琦  吳曼莉  黎正樺  姜俊儀  張逸桐
4A  黃紫菁  吳珮欣  黎泳兒  戚宇晴  陳炫欣  鄭浚銘
3A  林詩慧  魏翠然  梁逸安  林子揚  林健龍  張梓淇

陳  熙
2A  施曉琳  蘇晶瑩  吳梓熙  張逸楠  黎永恆  雷鼎延

甄祐朗  布文龍  梁啟洋  鄭永俊  張定邦

關愛校園獎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獎 香島道官立小學

積金號財智學堂
（2015/16）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

傑出表現獎

6A 梁子鴻  陳採南  陳諾軒  鄭聖宵  鄭子君  關海軒
郭  鎮  黎詠新  林焯浩  林昊弘  梁子瑩  伍樂聰
譚麗珠  鄧詠雯  謝永健  董兆雄  黃靖琳  黃穎詩
楊若禕  袁豪鋒  張浩琛

5A  張尚宝  張逸桐  徐子墨  洪嘉儀  姜俊儀  江玉滕
黎正樺  陸愉豪  杜凱琦  黃浩男  吳宏燊  周恒賓
周芷妍

4A  陳靖涵  鄭浚銘  戚宇晴  曾浩軒  徐詩淇  黃紫菁
任珈瑩

3A  鄭芷瑩  張梓淇  霍家程  林子揚  李朗賢  梁逸安
魏翠然

2A  陳思源  鄭永俊  張定邦  徐仲軒  馮柏然  李卓橋
HUSSAIN HAROON 梁熙信  梁啟洋  李進榮  雷鼎延
蘇晶瑩  施曉琳  許家煒  SAMANTHA SADIO

1A  歐恩信  鄭日晴  鍾孝賢  關子青  郭優悠  郭銳熙
林孝源  梁卓瑩  梁子燊  梁睿舜  李旨泓  李梓瑜
李  宣  石健和  王鋑浠  黃嘉聰  葉詠欣  何姮誼

運動推廣計劃—
sportACT 2015 

夏日動感挑戰獎勵計劃

教育局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金獎
6A黎永倫  5A周芷妍  5A吳宏燊  4A徐詩淇  4A曾浩軒
4A梅明俊  4A黎泳兒  3A張倩蓉  2A梁啟洋

銀獎 6A黃靖琳  4A陳炫欣

銅獎
5A張尚宝  5A姜俊儀  3A劉哲軒
3A林子揚  2A陳思源  2A黎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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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成績 得獎生

運動推廣計劃—
sportACT

教育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活力校園獎 香島道官立小學

金獎

6A  郭  鎮  黎永倫  梁子瑩  譚麗珠  董兆雄
5A  張力恆  張蔚天  江玉滕  吳宏燊  周恒賓  周芷妍
4A  陳靖涵  戚宇晴  秦偉臨  郭加理  黎泳兒  吳珮欣

譚沛申  曾浩軒  徐詩淇  黃柏希  楊家軒
3A  鄭芷瑩  張倩蓉  林詩慧  彭子維  王安然  張定邦

HUSSAIN HAROON  徐仲軒  黎永恆  李卓悕  李卓橋
李芍盈  蘇晶瑩  施曉琳  黃嘉慶  許家煒
SAMANTHA SADIO

1A  鄭日晴  郭優悠  郭銳熙  梁子燊  李梓瑜

銀獎

6A  黎詠新  陳諾軒
5A  馮梓樂  姜俊儀  洪嘉儀  黃浩男
4A  霍靜雯  黃紫菁  李傲商  陳炫欣
2A  梁啟洋  吳梓熙
1A  鍾孝賢  林孝源

銅獎

6A  黃靖琳  伍子晴  張浩琛  楊若禕  林昊弘
5A  陸愉豪  黎嘉軒  江俊朗  張尚宝
4A  黃柏洛  梅明俊  陳家豪
3A  蘇俊文  李朗賢  劉哲軒  林子揚  林文康  霍家程

陳  熙  林健龍
2A  陳思源  張逸楠  鄭永俊
1A  葉詠欣  黃嘉聰  歐恩信

體適能獎勵計劃 教育局及香港體適能總會

金章
6A梁子瑩  6A譚麗珠  6A黎詠新  5A吳宏燊
5A張尚宝  5A周芷妍  5A黃浩男  5A江玉滕
5A周恒賓  5A張逸桐  5A楊  洋 

銀章
6A郭  鎮  6A董兆雄  6A林昊弘  6A黃穎詩
6A張浩琛  6A鄭聖宵  6A伍子晴  5A趙梓宏
5A江俊朗  5A張蔚天  5A林學謙

銅章
6A毛碧琪  6A陳採南  6A梁子鴻  6A伍樂聰
5A陸愉豪  5A黎嘉軒  5A徐子墨  5A馮梓樂
5A洪嘉儀  5A姜俊儀

綠優校園認證計劃之「綠
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及獎

勵計劃
中電 獲獎

6A張浩琛  6A楊若禕  6A袁豪鋒  6A郭  鎮  6A鄧詠雯
6A黃穎詩  6A黃靖琳  6A黎永倫  4A吳星朗  4A吳珮欣
4A徐詩淇  4A梅明俊  4A譚沛申  4A陳家豪  4A陳靖涵
3A李朗賢  3A林文康  3A蘇俊文  3A陳思行  3A霍家程
3A劉哲軒  2A雷鼎延  1A鄭海軒

香島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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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合照

王俊杰 HAROON 梁熙信 黃嘉慶 許家煒 馮柏然 施曉琳 甄祐朗 李進榮

蘇晶瑩 雷鼎延 梁啟洋 張定邦 鄭永俊 張逸楠 段學梁 李卓悕 徐仲軒 布文龍

李卓橋 李芍盈 SAMANTHA 梁柳蓮老師 黃麗媚校長 鄭俊華主任 吳梓熙 黎永恆 陳思源

2A

范梅浠 梁子燊 郭銳熙 李  宣 郭優悠 石健和 王子宸 洪于銘 王鋑浠

關子青 鄭海軒 葉詠欣 李旨泓 梁卓瑩 何姮誼 鍾孝賢 歐恩信 韓子鋒

鄭日晴 李梓瑜 洪佩清老師 黃麗媚校長 陳麗華主任 林孝源 黃嘉聰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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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合照

楊家軒 袁樂熙 秦偉臨 陳家豪 霍靜雯 陳炫欣 陳子誠 曾浩軒 郭加理

黃紫菁 戚宇晴 吳珮欣 吳星朗 任珈瑩 梅明俊 黃祖廸 譚沛申 鄭浚銘 黃柏希

黎泳兒 徐詩淇 陳靖涵 黃麗媚校長 吳惠婷老師 李鑑城 黃柏洛 李傲商

4A

林子揚 劉哲軒 洪坤龍 陳  熙 王安然 孫卓維 鄭芷瑩 吳嘉寶

林文康 李朗賢 梁逸安 霍家程 蘇俊文 張樂毅 李豪鋒 彭子維 陳思行

魏翠然 張倩蓉 鄺國普主任 黃麗媚校長 趙玉儀老師 洪于健 張梓淇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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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合照

吳曼莉 張逸桐 江玉滕 趙梓宏 張尚宝 江俊朗 周芷妍 譚志堅 洪嘉儀

黎嘉軒 林學謙 周恒賓 楊  洋 黃振楠 張力恆 葉梓熙 馮梓樂 徐子墨 張蔚天

姜俊儀 杜凱琦 黎正樺 羅世華主任 黃麗媚校長 吳宏燊 陸愉豪 黃浩男

5A

關海軒 伍樂聰 梁子鴻 袁豪鋒 郭  鎮 林焯浩 謝永健

黎永倫 陳諾軒 張浩琛 鍾卓文 林昊弘 陳採南 董兆雄 鄭子君

伍子晴 黃穎詩 黃靖琳 鄭聖宵 鄧詠雯 黎詠新 譚麗珠 毛碧琪 楊若禕 梁子瑩

鄺國普主任 盧潤玲老師 洪佩清老師 吳惠婷老師 趙玉儀老師 梁柳蓮老師

Miss Fion 黃紫微姑娘 鄭俊華主任 林詠坤主任 黃麗媚校長 駱慧姍主任 羅世華主任 陳麗華主任 程子敏主任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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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的驕傲

小學畢業至今，

逾半世紀，物換星

移，有些舊記憶卻永

不磨滅。尤記得那一

張宣紙，首次接觸，

即愛不釋手，在曾勝如

老師指導下，寫下我在宣紙

上的第一筆，由此便與它結下不解緣。小

學時，我在班際書法比賽中屢次獲獎「貼

堂」，獎項雖小，但師長和同學的肯定對

我日後之書藝追求有莫大鼓勵。始料不及

的是，童年興趣竟成了日後事業及服務社

會的重要內涵。我常言，能將興趣寄諸生

活，用諸社會，是我的福氣。

還有那操埸內的小魚池，記得當年

每逢下雨，埸內參差石牆滲水成流，校長

索性就地取材築起小魚池，並在旁題字

「泉清賞魚游」；不羨魚之樂，卻被那秀

麗的書法深深地迷住。王齊樂校長是書法

名家，在港創辦了蘭亭書法會，數年前，

我以甲子書學會會長的身份，獲邀為其書

法會主持開幕，相遇時興奮之情，不可言

語，校長頓時變成書友，其孜孜不倦推廣

中華文化的精神，教人敬佩。

蘇樹輝博士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葡萄牙駐香港名譽領

事、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香港

大學名譽大學院士、澳門文化功績勳章及葡

萄牙司令級功績勳章（爵士），香島道官立

小學下午班畢業生）

（1963年）

剛好在一個甲子前，我進入了香島道官立小學。當時

被稱為「新官立」，以此分別於另一間官立小學─漁民

子弟學校，又稱為「舊官立」。一讀六年，直至1962年小

學畢業。當年交通不是很方便，加上香港仔亦算郊區，所

以，我經常行山路步經香港仔水塘至布力徑、灣仔，到達

文理英文書院位於銅鑼灣的校舍，約要花上一小時左右。不

過，對於自小要為貧困家庭幹活的我算不了什麼。

在校的多年小學生活，最記得的要算當年在操場山坡一角開

闢了一個魚池，由當時的校長─王齊樂校長在池身用毛筆寫了五個字─「游

魚賞清泉」，為操場增加不少生氣。後來，我才知道王校長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及書法家。至今仍大受人尊敬呢！

家弟捷敏，是同校下午校的學生，同班同學有澳博行政總裁蘇樹輝、著名的

漁利泰茶餐廳的創辦人傳人冼培安等。講起冼培安，本人曾為一本小書《漁數家

珍─香港仔鴨脷洲生活誌》寫了個序，當中亦提到「漁利泰」家族和冼培安。

從他們家族的變遷，正好反映了香港仔的變化，連母校亦發生不少變化。當我回

想過去，印象有點模糊，不過，有些事卻仍然掛在腦海裏，久久不能忘記！尤其

是年幼時，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友愛、關懷，好像今天不會找到的。

轉眼一別超過半個世紀，本人亦踏花甲之年，卻有點懷舊之情，但願稍後不

那麼忙的時候可以參加校友會活動。

陳捷貴BBS太平紳士

 (中西區區議員，香島道官立小學畢業）

（1962年）

記 得 我 在 香 島 道 官

立小學的六年學習生活

中，環境安靜清幽，老

師對學生循循善誘，

同學之間互相關懷，都

帶給我不一樣的溫暖和

無盡的快樂！生活中有順

意，有逆境，老師鼓勵我們就

算跌倒只要爬起再努力，不要輕易放棄！

種種點滴奠定了我日後學習的方向。希望

母校的學弟學妹在學習路上都感受到努力

學習的樂趣，能與我一樣留下一個開心的

回憶。

李月英校長

(靈恩學校校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

2015嘉許狀及獎章得主，中西區校長聯會

(執行幹事及司庫))

（1973年）

  “Time files, but memories last forever”. Over the years, whenever I 
travel to places surrounded by lush greenery, they remind me of the pleasant 
journey at the primary school. Simultaneously, passionate and patient 
teaching have gradually nurtured me to be a well-rounded person, with an 
assiduous, adventurous and upright attitude, during my school days.
    “The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is to have a great aim,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attain it”. This phrase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ut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when it comes to the real-life context. Teachers were, therefore, our 
guiding light to steer the effort into the right direction. During lessons, we not 
only acquired knowledge from textbooks, but also understood the value of life 
experiences. Outside classrooms, teachers were willing to communicate with 
us to understand our needs and wants, and in the process, we understood 
our abilities and interests. As a role model, dedicated teachers encouraged 
me to take my study seriously, as a way to requite for their wholehearted 
supports.
    Diversifi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broaden the horizons and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I remembered the time when 
I was in the multimedia class, the instructor introduced lots of fascinating 
technologies in photo editing, website design, and social networking 
perspectives. Thanks to his vivid teaching style, he motivated me to dig deep 
into the computing subjects during m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tudies.
    Almost a decade after primary study, my first day at school  is still  fresh 
in my mind. Currently as a penultimate year student at HKUST,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multifaceted experience has turned me into a different person. 
Together with assiduous, adventurous and upright attitudes, I believe they 
serve as a foundation for me to adapt to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overcome 
obstacles in the future. I am proud to have IRGPS in my LIFE!

Choy Wai Lok Wilson
(Currently studying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28



校長序言	 P.1

「拾香情」開放日	 P.2	–	5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P.6	–	7

學習多樂趣	 P.8	–	10

探究長知識	 P.11

體藝展潛能	 P.12	–	13

升旗隊	 P.14

課後支援班、言語治療、區本計劃	 P.15

校本輔導計劃	 P.16	–	19

香島家長學堂	 P.20	–	21

香島榮譽榜	 P.22	–	24

師生合照	 P.25	–	27

香島的驕傲	 P.28	–	29

目錄

香島的驕傲

轉眼間原來已離開母校十年，但回首過去，六年

的小學生活依然歷歷在目。

老師們都以生動有趣的教授方式，循循善誘地引

導我們學習和思考，他們會準備多種互動的教材，讓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令學生更投入其中。各學科亦會

舉辦不同的活動及比賽，如朗誦比賽﹑中文週等，讓

學生寓學習於娛樂。

小學亦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培養我們各方

面的發展。記得當時學校在每個星期五都會進行課外

活動課，同學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活動。在短短六年

間，我已經參與過芭蕾舞﹑串珠班﹑管弦樂團﹑中華

文化小先鋒等活動及參與多次演出，幫助我建立自信

及令我有全面的發展。

畢業十年至今，我仍沒有忘記老師們的諄諄教

誨，亦衷心感謝學校及老師給我一個愉快無憂的童年及

幫助我的品格和學業上奠定良好的基礎。

陳佩儀

（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

(2007)

叮……那刺耳的鐘聲又討厭地響起了，比起小學那一段美妙的樂

曲，真的是天淵之別，在此，我懷念着小學那些美好的時光。

小學時，老師就像媽媽般餵哺知識給我們，好讓我們好好地吸收，

我們只需專心地聽課，再加上課後溫習，就可以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

可是如今，我們非得要在課堂上摘錄筆記，還要統統把所有的東西記下

來，才可萬無一失地在考試中過關。 

還有，那些情同手足的同學，和藹可親的老師，充滿歡樂笑聲的小

息及愉快的課堂，雖然已是兩年前的光景，但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呢！ 

「老師」這個詞語，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老虎」和「獅

子」的給合體，他們嚴肅的樣子，不禁令人望而生畏。但在我心中「老

師」是神聖的，是會令我敬佩的。他們循循善誘地教導學生，只希望同

學們能在學業成績上有所提升，健康愉快地成長。 

往事只能回味，如今我只能懷緬往昔美好的時光。在此，我要感謝

所有教導過我們的老師，因為沒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梁子浩

(現就讀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2014)

時光飛逝，六年已經過去。回想起小學的時光，

確實十分感觸，因為在升中之後，我才發現小學時代

是最快樂的。

記得六年前，我剛入讀這間小學的時候，性格

非常內向，不敢和別人溝通。幸好，得到老師們的關

心，他們很有耐心地協助我適應新環境。除此之外，

我還遇上了一群好同學。在這六年裡面，我們一起度

過了很多快樂時光。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

們都會互相請教大家，取長補短，從而建立起深厚的

感情。

每當課餘時，我都會相約幾個同學回母校探望老

師，回味小學愉快的時光。

楊皓晴

(現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2015)

不知不覺已離開母校兩年了，在繁忙的學習中也經常抽空回母

校探望老師，和今年已經第八年的朋友們回憶往事。我們的學校說大

不大、說小又不小，每個地方都充滿着我們有笑有淚的回憶。還記得

同學們嬉笑玩鬧、一起被老師罰站在教員室門外反思、在音樂室齊聲

高歌的情景……太多太多美好的回憶，總是令人回味。現在長大了，

回想着老師每句細心的叮囑，永遠是避免我「碰壁」的良言。所以藉

着這個機會，也希望學弟學妹在餘下的時光，千萬不要嫌棄老師的囉

唆，因為每一句是至理名言。

母校一直重視德智體群美的培育，是以德為首，令我至少是一個有

品德的人。所以我非常感恩，可以在香島道官立小學讀書，認識了一羣

好同學、好知己，遇到了我的良師。這一切一切，我都非常感謝母校。

梁芷桐

(現就讀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2014)

讀書成績好，秘訣是專心上課，還要主動發

問，以及在課後重溫老師教授的知識。在小學時，老

師除了教授我們書本上的知識之外，還會教導我們做

人的道理，為我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此時，老師亦

建議我多看課外書，從而擴闊自己的視野。

在課餘時，我會參加課外活動，例如：彈綱琴、

打羽毛球等，培養了不少多元化的興趣，令生活變得

充實多了。在小學的學習過程中，最令我深刻的就是

參加了話劇班，我本來膽子很小，但當我參加了這個

訓練班後，我發現自己的膽量變大了，而且還有勇氣

上台演出。導師在話劇班上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

扮演不同的角色，從而了解到不同角色的演出技巧。

所以，小學真的給予我難忘的機會去學習不同

的知識。

李霆楓

(現就讀英皇書院)

(2014)

雖然已經離開母校一年多了，但我對母校的思念，到現在還是很

強烈。

在小學六年的光陰一眨眼就過去了，剛升讀小學時的陌生和恐懼

的心情，到了現在我還是記憶猶新，幸好得到老師的諄諄教誨、悉心

教導，使我們這些小幼苗能夠健康成長，所以我要向親愛的母校致以

衷心的感謝。

小時候的我最害怕就是英文默書，有一次成績很差，我為此

感到很難過，老師知道後，她不但沒有責備我，還溫柔地安慰我，

耐心聆聽我的難處，鼓勵我繼續努力，之後老師在小息時都會指導

我，慢慢地我對英文默書的恐懼也消失了。最終得到一百分的那一

刻，我忍不住流下快樂的眼淚，也是感激的眼淚。

能夠在這所充滿溫暖的學校學習，我實在感到幸福。我亦會帶著

這份暖意，在中學繼續努力地學習。

李芷鎣

(現就讀香港真光書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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