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腦思」小科學家培育中心主辦　比賽日期：2012年7月14日

校長的話

　　承接着對學校發展的想法，「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以邁向成為一所英文小學」

正成為我校2012-2014年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之一。要成就有關事項，學校已

開展各項實踐計劃，讓學生在真切的學習環境中，接觸英文，學好英文。

　　三名外籍英語教師的聘用，確實增加了學生每週由外籍英語教師教授的課堂時間。每逢週五的英

語日，不同級別的同學都會抓緊與外籍英語教師、英語大使或其他教師交談的機會，努力衝破語言的

障礙，建立應用英語的信心。

　　在課程方面，專責小組已開始研究於數學及常識科加入以英文為學習媒介的課題，讓較高能力的

學生有機會全方位學習英語。曾經走進一節五年級課堂，觀察學生運用英文學習數學的情況。那一

刻，我會驚訝同學們不但能掌握數學的知識，同時能在具挑戰性的環境中，靈活地運用英語進行學

習。另方面，專責小組已計劃為能力較高的學生設置較高一級的英文教材，積極提升學生的英語水

平，讓他們在高期望的環境中，學有所成。

　　要培養孩子具備高英語水平，並非易事。不過，當學校有清晰的目標，再加上我們的專業與經

驗，附以確切可行的計劃，看來我們已闖出第一步。

　　在這條邁向成功的路上，定不平坦，但我們會盡力而為，並相信成功在望。

走在成功的路上 馮育意 校長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小學組）

當天比賽有過百位精英參賽，
本校學生獲獎如下：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環保電動避震爬山車大賽

4C 周俊朗
環保創意設計賽

亞　軍

6D 張壹峰
環保創意設計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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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Lots of Fun with our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NETs)

Our school has a 
team of thre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NETs). 

Miss M. is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P.1 and P.4 lessons. Miss Murphie 

has lessons with P.2 and P.6. 
Miss George conducts P.3 amd P.5 
lessons. In addition to these formal 
lessons, they lead a lot of different 

interesting English activities 
every day.

O u r  t h r e e  N E T s  g r e e t 
students at the school entrance 
every morning. They have a 
short talk with the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 the NETs to tell about the weather and special events to the whole school.

Miss M.  Miss Murphie  Miss George

P.4-6 Elite Teams
In each term, about 15 elite students are chosen to 
meet the NETs for an hour after school every Tuesday.

They enjoy doing playful and challenging activities.

Look! They are doing a “Scavenger Hunt” at school in
preparation for a field trip to the Peak.

English Morning Greeting

Interest Groups
These groups meet every Wednesday afternoon.

The Little Campus TV reporters are making English videos for 
promoting English learning at school.

We believe that the MKC girl's football team must be  
the best team co-coached by a NET in Hong Kong.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good helpers to promote
English learning 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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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ay: Every Friday is ENGLISH DAY! Students can have fun with English all day long!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Students enjoy singing, reading, chatting and playing games in the hall.

Morning recess: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chat and play games with the NETs in ABC Carnival.

Lunch recess: Different booth games are hel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NETs in the hall. Students love to engage in thes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Buddy Reading
P.4 and P.5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be big buddies. 
They have shared reading with P.1 little buddies.

Big buddies training

Thank you, big buddies! 
The Little buddies love to read with all of you very much!

Knowing Our New NET
Miss Murphie is our new NET this year.  

Let’s learn more about her.

Hello!

My name is Miss Murphie and I am the new 

Eng l ish teacher at TWGHsMKC this year . I 

am originally from London, England. This is the 

second year I have taught English in Hong Kong. 

I teach P.2 and P.6 classes.

I love living in Hong Kong! I enjoy hiking and 

going to the beach.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ve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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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期 望 東 華 三 院 馬 錦 燦 紀 念 小 學 的 校 園 滿 佈 英 文 小 精 英 ！

　　第一屆「 2 0 1 2   幼兒英文精英嘉年華」 " E n g l i s h  

T o p k i d s   C a r n i v a l "   是本校的一個特別課程，目的是

及早培養一群「英語小精英」" E n g l i s h   T o p   K i d s "！

　　本校專科老師及外籍英語教師安排全英語的課程教

授學生閱讀英文故事書的技巧和知識，讓幼稚園家長及

早認識培育孩子「愛英文」的關鍵，從小培育孩子學習

英文的興趣。

2011-2012 English Topkids Carnival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英語朗讀故事比賽

得獎名單
第1名：張　欣 

比諾中英文幼稚園（龍琛路）

第2名：葉紫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祥華幼稚園

第3名：姚嘉茵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祥華幼稚園

Finalist Certificates
1. 鄧淑媛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

2. 龔恩詠 
保良局莊啟程夫人幼稚園

3. 區天曜 
嘉福浸信會幼兒園

外籍老師透過有趣的活動
教授學生英語。

外籍老師透過有趣的活動
教授學生英語。

一班英語小精英完成一連串的課堂活動，最後畢業了！

小精英在畢業禮表演，多精彩啊！

我們還運用英語進行
競技遊戲呢！

The 1st English Topkids Carnival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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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每年都會為高年級學生安排到中國內地進行境外交流活動，讓學生增廣見聞，接觸更

多不同的事物和文化。學生透過活動能對祖國有更深更廣的認識，也增加自身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在今年暑假期間，我們到開平進行交流活動。行程中，我們曾到訪新會小鳥天堂、馬降龍

碉樓群、立園和赤坎古鎮。現在讓我們一起分享同學在交流中的所見所聞及在活動中的歡樂。

境 外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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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好開始 小一入學適應易

馮校長和何副校長一同歡迎家
長成為馬錦燦大家庭的一份子

家長們踴躍參加兩次迎新日

1D班的隊伍很整齊呢！

利用平板電腦學習真好玩啊！ 老師正在講什麼故事呢？
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聆聽 同學們都專心地學習如何遵守

學校的規則

我升上小一了，我對學習
充滿信心！

　　本校十分關注一年

級及插班的新同學在入學

初期遇到的困難。因此，我們為新同學及家長舉辦了一系列的

適應活動，使他們能盡快融入學校的大家庭。

　　在2012年6月16日、8月30日及10月8日，本校為新同學

及家長舉辦了三次迎新活動，三次活動都得到家長們熱烈支持，可見家長

們十分重視小朋友入學後的適應，為家校合作奠定穩固的基礎。

　　在6月16日及8月30日舉辦的兩次迎新日內容和重點各有不同，家長都覺得活動

很有意義，使升讀一年級及插班的小朋友更容易適應小學生活。在10月8日，我

們再次為新生家長舉行了家長講座，會上除了解答家長在開課後

遇到的種種疑問，更指導家長如何為測驗作好準備；講座

後，家長與班主任短敘，由班主任為個別家長解答問題，

加深彼此認識。

迎新日相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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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師 會 消 息
2012-13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學年的會員大會已於8 / 1 1 / 2 0 1 2（星期四）順利舉
行，當天有不少家長蒞臨參與，主席及各委員於會上進行不
同的會務報告，以及頒發感謝狀予11-12年度家長義工，場
面熱鬧。感謝曾毅芝主席、各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協
助有關的工作。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已於17/11/2012（星期六）順利舉行。是次活動的反應非常理想，參加
人數有二百多人。當日天朗氣清，大家上午於蝴蝶生態園及農場鮮奶園遊玩，下午於綠田園燒烤，參
與各種親子活動，愉快地享受了一天親子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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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資優發展重視培育學生的多元能力，透過各項活動及比賽，讓學生更認識

自己，爭取卓越表現，並觀摩別人的長處，提升自己的能力，盡展潛能。

上學期由本組安排學生參與的活動及比賽：

月份 比賽及活動

9

第九屆升中伯樂計劃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第八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領袖培訓班及說話技巧班

10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第四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菲常學堂小主播（香港電台） 

美國史丹福大學EPGY全港資優生選拔大賽 

校園大使招募計劃 

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

11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計劃 

第七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比賽 

人人有愛–小小聖誕老人扮演大賽

12

第十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賽 

「明日領袖獎」計劃 

香港科技大學「兒童科學/數學」營

6D 賀英君
第21屆香港金口獎比賽亞軍
2012學童獎勵計劃「傑出學業獎」

6D 岑學霖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傑出小學生」獎

「香港電台」小主播

6D 黎愷欣 6D 廖雅然 6D 賀英君 

5D 張嘉麗 5D 梁璇兒 6D 吳晶晶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本校10名代表
5D 袁寧坤　6D 賀英君　6D 黎愷欣　6D 岑學霖　6D 郭修誠 3D 黃浩然　3D 何家寶　3D 歐嘉惠　3D 劉靄儀　3D 嚴愷晴

各培訓班活動

資 優 發 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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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 做
　　本校的興趣小組十分多元化，讓學生在輕

鬆愉快的活動中學習到不同的知識和技能。

其中一組名為「我要做 Mode l」，目的就

是讓學生學習使用數碼相機拍照，不但要

學習把人拍得漂亮，也要學習如何擺好 

po s e  給人拍得漂漂亮亮。同學在活動

中通過理論和實踐，快樂地拍攝。

　　以下便是他們的作品：

本 校 共 有 三 位 同 學 得 獎 ， 他 們 除 了 獲 頒 發  

證 書 外 ， 更 可 獲 得 二 千 元 的 獎 學 金 呢 ！

優異學業獎學金 
5D 袁寧坤

卓越才藝獎學金 
6A 張元瀚

優越體育獎學金 
6A 黃　葉

同學們出席頒獎禮的情況

新家園跨境家庭兒童全人發展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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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運動員於10月25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奪得男子

甲組全場總冠軍、6項冠軍、8項亞軍、5項季軍、3項殿軍及5項破紀錄

獎。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支持，全體老師及職工的協助。

6B班陳海濤成為本屆男飛人兼破大會紀錄

本校包辦男甲200米冠軍（6D文子綜）及亞軍（6A鄭栢裕）

本校榮獲男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東 華 三 院 聯 校 運 動 會

12-13 東 華 聯 校 運 動 會 成 績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備註

男特 100米 殿軍 15.14秒 6D 陳劍湫

男甲

60米 季軍 9.12秒 6A 王子濤

100米 冠軍 13.15秒 6B 陳海濤 破紀錄

100米 季軍 14.4秒 6D 袁嘉誠

200米 冠軍 31.53秒 6D 文子綜

200米 亞軍 31.66秒 6A 鄭栢裕

跳遠 季軍 3.76米 5D 余浩明

4X100米 冠軍 56.78秒

6D 文子綜 
6D 袁嘉誠 
6A 王子濤 
6B 陳海濤 
6A 鄭栢裕 
6D 陳增培

破紀錄

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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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班吳海琦勇奪女甲擲壘球冠軍12-13 東 華 聯 校 運 動 會 成 績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備註

女甲

60米 亞軍 9.92秒 6D 廖心怡

200米 亞軍 32.77秒 6C 李文婉

跳遠 殿軍 3.38米 6D 岑學霖

擲壘球 冠軍 25.5米 6C 吳海琦

4X100米 亞軍 62.11秒

6D 廖心怡 
6D 岑學霖 
6D 潘嘉儀 
6C 李文婉 
6C 吳海琦 
6C 伍樂敏

破紀錄

男乙 200米 殿軍 35.38秒 5D 劉俊延

女乙

100米 季軍 16.15秒 5D 張藹琳

200米 冠軍 34.76秒 5D 謝嘉慧

擲木球 季軍 19.41米 5D 黃佩盈

4X100米 亞軍 67.42秒

5B 廖鈺洳 
5D 鄭佳瑩 
5D 謝嘉慧 
5D 張藹琳 
5D 黃佩盈 
5D 林倩瑩

女丙

60米 冠軍 9.96秒 3B 李文莉 破紀錄

100米 亞軍 16.54秒 4D 倪美恩 破紀錄

跳遠 亞軍 2.9米 4A 鍾熙蕾

4X100米 亞軍 68.72秒

4A 鍾熙蕾 
3B 李文莉 
3D 張芷菲 
4D 倪美恩 
4B 張鎵麗 
3B 余嘉欣

4A班鍾熙蕾一躍而起，
奪得女丙跳遠亞軍

女丙4×100米交接棒恰到好處

3B班李文莉以
破紀錄成績 

勇奪女丙60米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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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獎學金
獎 項 名 稱 獲 獎 名 單

馬錦燦 

學科 

第一名獎

中文

1A 何佩莉 1B 歐祉瑤 1C 盧碧晴 1D 曾奕琅 2A 蔡慧瑩 2B 陳明欣 2C 陳寶鳳 2D 黃雪盈 2E 李安怡 

3A 陳子怡 3B 潘夢茵 3C 吳詠晴 3D 李璋盈 4A 李斐瑜 4B 陳明慧 4C 梁璇兒 4D 李鈺沂 5A 曾雋毅 

5B 謝樂雯 5C 吳海琦 5D 黃汶祺 6A 林嘉惠 6B 付玉楚 6C 黃志杰 6D 劉天祐

英文

1A 馮晉煌 1B 歐祉瑤 1C 羅建和 1D 周慧敏 2A 蔡慧瑩 2B 羅芷怡 2C 侯卓伶 2D 嚴愷晴 2E 鄧正彥 

3A 譚嘉欣 3B 何善妍 3C 譚嘉玲 3D 倪美恩 4A 林澤超 4B 余浩明 4C 陳柏穎 4D 李鈺沂 5A 曾雋毅 

5B 李俊達 5C 羅倩妮 5D 賀英君 6A 李佳潁 6B 付玉楚 6C 葉詠珊 6D 曾建晴

數學

1A 馮晉煌 1B 張樂謙 1C 羅建和 1D 莊僖彤 2A 周蓮中 2B 羅芷怡 2C 崔駿賢 2D 黃雪盈 2E 李安怡 

3A 陳子怡 3B 吳咏樺 3C 吳咏楨 3D 陳俊暉 4A 陸梓澔 4B 黃婉琪 4C 曾家寶 4D 鄭佳瑩 5A 黃　葉 

5B 陳凱詩 5C 羅倩妮 5D 郭修誠 6A 鍾嘉敏 6B 廖靜晶 6C 黃志杰 6D 張文廸 6D 曾建晴

馬錦燦

傑出進步獎

1A 蔡 陽 1B 何浩然 1C 莊杰宏 1D 蔡浩銘 2A 林康淇 2B 潘洛怡 2C 湛綺君 2D 鄭駿豪 2E 王俊賢 

3A 陳家輝 3B 黃穎思 3C 顏小晴 3D 余寶君 4A 李祉蓉 4B 吳文迪 4C 黎志軒 4D 張穎然 5A 陳宗璵 

5B 林欣薇 5C 葉宗熙 5D 繆嘉欣 6A 張寶發 6B 沈駱嘉琦 6C 陳 璆 6D 陳丙南

馬錦燦傑出體藝表現獎 音樂：4D 何思慧　　視藝：4D 李鈺沂　　體育：5A 黃　葉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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