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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貌
　　我們從舊校圖書館搬運了百多箱圖書來到新校舍，幸得家長義工的辛勞幫忙，全新的圖書館讓同學能在舒適的環境下，享受閱讀的樂
趣及家長伴讀的溫馨。

在亮麗的圖書館內享受閱讀的愉悅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真的。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走過的路，正印
證了這句話的真諦。「夢想」帶領我校前行，將學校的發展推進至另一高峰。

追夢 ─ 心存盼望 敢於嘗試

築夢 ─ 八方匯聚 喜迎碩果

圓夢 ─ 歡欣滿載 振奮人心

啟航 ─ 不忘初心 感恩前行

　　2009 年，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首先突破半日制的局限，從
石湖墟遷至彩園邨校舍，延續了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下午
校廿多年來在北區的教育使命，繼續為北區的學童提供更優質的教
育服務。

　　遷校初年，我們沉著面對收生不足，插班生個別差異嚴重，以
及場地不敷應用等挑戰。憑著整個團隊團結一致，默默耕耘，鍥而
不捨；學校漸漸在區內樹立根基，慢慢地茁壯成長。

　　2013 年，學校因著場地嚴重不足的限制，毅然在首次遷校後不
足五年，抓緊北區重置校舍的機會，提交申請書。僥倖地，我們讓
不可能變成可能，再一次突破局限，成功獲得教育局批出一幅比原
校址大三倍的用地，重建新校舍。喜訊傳來，帶給我們無限的希望。

　　籌建一所新校原來就是一項大工程，要在短時間內，築建理想
的校園更是不容易。新校舍工程於 2016 年 3 月份動工，預計 13
個月的建築期，因受惡劣天氣影響，延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方正
式移交。要師生在 2017 年 9 月入校，更是絕大的挑戰。

　　幸好，因著各方的支援，在建校過程中所遇上的困難，都迎刃
而解。我們深深體會，沒有教育局的全力協調，建築署的專業領導，
工程進度可能一拖再拖；沒有本院各部門的多方支援，冷氣、音響、
網絡、保安系統的裝置，以及各樣家具器材的購置，又豈能在學生
入學前準備就緒？更重要的是，全賴東華三院董事局提供四千一百
萬元的撥備，創建理想校園的夢想才得以達成。全校的教職員團隊
的心力和汗水，是成就理想校園的關鍵。教職員團隊背後，我們更
要感謝的是家長們對我們的包容、信任與支持。

　　2017 年 9 月 1 日新校園先迎來 9 班小一新生，9 月 18 日

全體師生也順利遷進簇新的校舍了。瞬間，千多名的學生令新

校舍跳躍起來，校園處處洋溢喜樂之聲。兩個偌大的籃球場把

整個校園襯托得特別美，36 個課室內完善的教學設備，讓同

學的學習變得更靈活。當看到同學們在圖書館內享受閱讀的樂

趣，運動員在球場上拼發出的光彩、管弦樂團在練習場上全神

貫注的演練，你會感到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校園，是一個讓孩

子潛能盡展的園地，是一個我們一直夢寐以求的學習樂園。今

天，我們夢想成真，那是何等令人喜悅歡欣。

　　新校落成，帶領馬錦燦紀念小學的發展步入新的階段。我
們曾承諾要令馬錦燦紀念小學成為北區一所「理想校園一 IDEAL 
School」，並以邁向成為一所「英文小學」為目標。我們會努力營
造「創新 -Innovative，有活力 -Dynamic，追求卓越 -Excellent，具
適應性 -Adaptive 及學習無邊界 -Learning with Boundaries」的學習
環境與課程 ; 更會為孩子創造豐富的英文語境，讓他們從小奠好學
習英文的信心，樂於閱讀英文書，善於與外籍人士溝通，勇於以英
文表達意見，敢於以英文開創學習的新天地。

　　我們相信：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乘著新校舍帶來的機遇，
振翅啟航，持續用智慧播種希望，用努力成就夢想，讓孩子們的學
習生活變得更加燦爛，無限的夢想可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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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2018/20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本校 2018/20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圓滿結束，點票工作已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順利完成，現將點票結果公佈如下：

　　各家長對是次選舉熱烈支持，是選舉成功的關鍵，本會謹向各家長致謝。

　　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 星期二 ) 順利舉行，當日通過了家教會 2016/17
年度的會務及財政報告、頒發感謝狀予 16/17 年度家長義工，並選出了第五屆執委會的家長委員。各執委會委員
於會後隨即舉行第一次執委會會議，互選出各職務的執行人。現將各委員的職務列出，供各會員參照：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何麗珠

副主席 譚天敏 馮育意

秘書 莊美珠 黃少明

司庫 謝芝娜 袁麗嫻

總務
蔡賢德

江小華
張瑞珩

康樂
楊貴平

羅麗芳
羅凱琦

聯絡 李蘭珠 譚慧儀

第四及第五屆家長委員合照

感謝第四屆家長委員的付出

家長義工團隊合照中醫講座

杜楊佩詩女士以 743 票當選家長校董；譚天敏女士以 210 票當選替代家長校董。

家長教師會消息

2



課程發展 ( 活動介紹 )
( 一 ) 自主學習活動—校園遊踪

    我們搬進清城路的新校舍只短短數月的時間，大部分同學對新校舍都感到陌生，故我校的課程組籌辦了兩次的
「校園遊踪」活動，讓學生走遍新校舍，認識它的不同角落，也讓同學們自動自覺地找尋有關新校舍的不同資訊，
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以下是他們活動中的一些片段：

( 二 ) 敢撐論壇—按成績分班是利多於弊

    以往數年，我們每年都會為五、六年級各班舉辦辯論比賽，過往的題目有關於「穿著校服」和「是否應設有小
食部」等，而本年的辯論題目為 « 按成績分班是利多於弊 »。常識科老師致力訓練參加比賽的同學，而同學們除了
可成為代表在台上發言外，也可在台下隨意發言，以支持自己的想法。此活動充分發揮了同學的表達能力及合作
精神。以下是他們在比賽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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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運用剩餘物料作分隔
「貨物」，想法真有意思 !

小學生 STEM 科學比賽 學生向評審介紹磁浮車的設計理念

學生獲得「智快烈車 2017」三圈耐力賽
初小組冠軍

學生正為英才盃的機械「乒」團製作
「四肢」

Gogogo!「乒」團正在把乒乓球推
往高地

在「浮力船」圍上繩索加固，期望「貨物」
一路穩妥

學生正討論如何接駁「防盜
裝置」的線路

測試的時刻到了 ! 所有同學都非常緊張，
注視「浮力船」的載重表現

我們的作品完成了 !

( 三 )STEM 校內活動

    STEM 校本課程繼續與常識科緊密合作，從中挑選有趣的課題作深入探究，讓學生發揮創意、透過不斷測試和
改良，深化所學。其中四年級和五年級分別製作了「浮力船」和「防盜裝置」，相信這些活動能為學生帶來難忘
的學習經歷，提高他們日後參與 STEM 活動的興趣和信心。

以下是部份活動的花絮 :

( 四 )STEM 校外活動

    本年度，學生先後參與了「健康遊戲編程比賽」、「英才盃 -STEM 教育挑戰賽 2017」、「智快烈車 2017」、「小
學生 STEM 科學比賽」等。透過參與各類的校外比賽，除了可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外，也可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以下是一些有關活動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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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陳天胤及駱家宏同學於本地賽
勇奪銀獎及最佳任務表現獎

五年級學生王雨桐及王苑廷於本地賽勇
奪銅獎及最佳 4D Frame 模型設計獎

於南韓國立果川科學館進行比賽

因成績優異，獲邀遠赴南韓首爾參加國
際 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在南韓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五年級學生王雨桐、王苑廷於國際賽獲
得優異獎

( 五 ) 「4D Frame」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本校六年級學生陳天胤、駱家宏及五年級學生王雨桐、王苑廷在 2017 香港「4D Frame」數理科學創意比賽中
獲得佳績。於七個獎項中，勇奪四個獎項。因成績優異，他們被獲邀參加在南韓舉辦的 2017 國際「4D Frame」數
理科學創意比賽，賽後更與其他國際隊伍及南韓本地學生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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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舍碑記揭幕儀式 設施命名剪綵儀式

開幕禮及開放日花絮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新校舍既莊嚴又隆重的

開幕典禮終於在二月一日順利舉行，很榮幸邀請到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當天嘉賓陣容

鼎盛，包括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李鋈麟博士太平

紳士、東華三院董事局馬清偉主席及馬清揚副主席、

馬清鏗校監、馮育意校長，以及一眾嘉賓，不勝枚舉。

小導遊為嘉賓作介紹，表現出色，甚得嘉賓欣賞

此外，當天還有精彩的學生表演，包括話劇表演、管弦樂演奏、啦啦隊及跳繩隊表演，贏得觀眾們熱烈的掌聲。

「圓夢‧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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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儀式於禮堂舉行

攤位遊戲多姿釆

學生表演添生氣

科技創意樂趣多

　　開放日於２月２日舉行，當天除了有工作坊和攤位遊戲外，亦舉行了「圓夢．啟航」親子填
色及設計比賽的頒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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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特務正積
極籌備下學期的

訪問活動呢 !

年　　　級 : P.4 

科 學 課 題 : 空氣的特性

探究的題目 : 為甚麼紙條不能被吹
進空空的樽內呢 ?

年　　　級 : P.5  

科 學 課 題 : 閉合電路

探究的題目 : 1. 為甚麼較大的乾電池產生的電量和較小的乾電池一樣 ?

2. 三枚乾電池中，其中一枚正負極倒置，燈泡為何仍會亮呢 ?

年　　　級 : P.4 

科 學 課 題 : 空氣與燃燒

探究的題目 : 兩支不同長短的蠟燭
被玻璃瓶蓋着，為甚
麼較長的一支會先熄
滅 ?

常識科 – 校本科探課程
　　為了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技能，常識科選取了部份有關科學範疇的課題，設計了校本科探活動。
學生需運用已有知識進行實驗前的預測，再親自動手驗證所預測的結果。

　　此外，為了加強訓練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我們所設計的科探活動的實驗結果往往與學生所預期
的相反，學生感到驚訝之餘，亦能刺激他們想多一點點，從觀察中將所學到的科學概念，用作解釋實
驗結果，以下是一些課堂舉隅 :

　　這類科探活動，不僅提升了學生對科學課題的學習興趣，更提供機會

讓學生手腦並用，嘗試以科學概念解釋所觀察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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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活動多姿采

環保表現獲佳績
　　我校榮獲「第十五屆香港綠色學校獎」小學組的「綠色學校獎金獎」、「咪嘥嘢校園減廢大獎」的「校園減
廢進步大獎」小學組冠軍、「綠色餐具大獎」亞軍及積極參與獎，共獲得現金獎港幣 13000 元及港幣 500 元書券；
另外，我校同學踴躍參加「愛心利是封設計比賽」，成功奪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一 . 參觀生活書院，體驗農務工作，並獲明報記者採訪

二 . 參加升級再造工作坊，重用棄置物料

三 . 參加「綠色校園電視台」訓練班，宣傳環保訊息 四 . 設置塑膠回收環保攤位，參與環保嘉年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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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有品足球大使」成果分享日暨足球同樂日於 12 月 3 日舉行，賽事分六組 ( 男子高、中、初；女子高、中、
初 )，共有 114 隊 ( 男子組 74 隊，女子組 40 隊 ) 參加。本校派出男子隊 4 隊，女子隊 3 隊，共 51 人參賽。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後，
本校 7 隊分別取得優異的成績，包括男子高級組亞軍、男子中級組冠軍及殿軍、男子初級組第七名、女子級高級組殿軍、女子中
級組第五名及女子初級組冠軍。另外，P5 董圳培及 P2 孫愛然獲得最佳守門員獎；P4 麥子言及 P2 張汝礽榮獲最有價值球員獎；
而 P4 顏熙言勇奪最佳神射手獎。感謝校長的勉勵，體育科老師的悉心指導，帶隊老師的協助及家長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到場觀
賞賽事的五十多位家長，成功實有賴你們的支持。

　　本校男子足球隊及女子足球隊分別於 12 月 5 至 14 日參加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
賽，兩隊隊員表現優異，男子隊以不敗姿態勇奪冠軍，獲得開校以來最佳成績；而女
子隊奪得殿軍。藉此感謝校長的勉勵，體育科老師的悉心指導及家長的大力支持。

項目 獎項 運動員

男子隊 冠軍 6B 吳俞鋒　6E 張浩樞　 6E 龔嘉豪　5A 侯樂文　5A 張銘溢
5B 莫啟超　5D 陳均越　5D 董圳培　5D 熊俊翔　5F 巫凱東
4A 陳梓晞　4B 蘇俊堯　4B 顏熙言　4C 麥子言　3A 黃湛宇
3E 黃畯廷

女子隊 殿軍 6A 麥婷婷　6B 吳依藍　6D 葉凱怡　5A 郭嘉瑩　5A 熊雨霏
5C 陳妤芯　5C 藍惠琪　5F 蘇巧兒　4C 盧莉莉　4C 余佩欣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賽

七位一、二年級小女孩初次參賽已取
得女子初級組冠軍，前途無可限量

我校在男子中級組成為大贏家，派出
兩隊分別得到冠軍和殿軍

合作多年的男子隊最終得到男子

高級組亞軍

P5 董圳培 ( 右一 ) 及 P2 
孫愛然 ( 左一 ) 獲得最佳守門員獎

P4 顏熙言 ( 右三 ) 勇奪最佳神射手獎
P4 麥子言 ( 右三 ) 及 P2 

張汝礽 ( 左一 ) 榮獲最有價值球員獎

組別 獎項 運動員

男子
初級組

第七名
2E 黃俊軒　2F 文柏皓　1A 許嘉睿　1B 楊子奡
1D 馬晟軒　1F 覃胤喬　1H 黃浩軒　1I 歐光量

女子
初級組

冠軍
2B 張汝礽　2B 黃樂晴　2E 莊芷瞳　2F 孫愛然
1A 郭璟悅　1H 母菁雲　1H 葉倬均

最有價值球員 2B 張汝礽

最佳守門員 2F 孫愛然

男子
中級組

冠軍
4A 陳　炬　4A 陳梓晞　4B 顏熙言　4B 蘇俊堯  
4C 麥子言　3A 黃湛宇

殿軍
3A 林志彥　3A 周梓軒　3B 童尉展
3D 林家恒　3E 黃畯廷

最有價值球員 4C 麥子言

最佳神射手 4B 顏熙言

女子
中級組

第五名
4A 梁迦嵐　4B 施子妍　4C 余佩欣　4C 蘇毅盈
3A 盧梓晴　3B 鄭雅琳

男子
高級組

亞軍
6B 吳俞鋒　6E 龔嘉豪　6E 張浩樞
5A 侯樂文　5A 張銘溢　5B 莫啟超
5D 陳均越　5D 董圳培　5D 熊俊翔  5F 巫凱東

最佳守門員 5D 董圳培

女子
高級組

殿軍
6A 麥婷婷　6B 吳依藍　6D 葉凱怡
5A 郭嘉瑩　5A 熊雨霏　5C 陳妤芯　5C 藍惠琪
5F 蘇巧兒　4C 盧莉莉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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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運動員於 11 月 3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奪得男子丙組全場總冠軍、6 項冠軍、3 項亞軍、5
項季軍、3 項殿軍及 2 項破紀錄獎。

成績總結：女子丙組團體成績第四名、1 項冠軍、1 項亞軍、 
1 項季軍、 1 項殿軍及多項優異成績。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甲
跳高 殿軍 1.15 米 6E 周君蓮

跳遠 殿軍 3.54 米 6A 楊力錚

女甲 跳高 季軍 1.15 米 6D 葉凱怡

男乙

100 米 冠軍 15.59 秒 5D 戴鈺軒

200 米 亞軍 34.36 秒 5C 陳梓鑫

跳高 殿軍 1.04 米 5D 曾子瑋

擲壘球 季軍 23.19 米 5D 歐陽余豐

4X100 米 季軍 64.63 秒
5A 侯樂文、5C 陳梓鑫、5D 戴鈺軒、
5D 曾子瑋、5D 歐陽余豐、5E 謝嘉鏵

女乙

100 米 冠軍
15.38 秒 

破大會紀錄
5A 熊雨霏

200 米 亞軍 34.85 秒 4C 盧莉莉

擲壘球 亞軍 18.83 米 5C 藍惠琪  

4X100 米 季軍 65.64 米
5A 熊雨霏、5C 林琬翹、5D 徐依琪、
5D 李祉瑤、5D 楊書萱、4C 盧莉莉

男丙

100 米 冠軍
15.30 秒 

破大會紀錄
4C 麥子言

100 米 季軍 16.24 秒 4A 陳炬
4X100 米 冠軍 65.36 秒 4A 陳炬、4A 梁舜、4C 麥子言、3A 黃湛宇、3B 童尉展

全場總冠軍

女丙
100 米 冠軍 16.57 秒 4D 黃琬詩

4X100 米 冠軍 71.46 秒 4C 蘇毅盈、4C 余佩欣、4D 黃琬詩、3C 黃穎桐、3D 萬沁子

4C 麥子言勇奪男子丙組 100 米
冠軍，同時打破大會紀錄 4D 黃琬詩遇強愈強，獲得 

女乙 100 米冠軍

5A 熊雨霏力壓對手，以破紀錄成績勇
奪女乙 100 米飛人

女丙 4 位隊員拼盡全力，獲得女丙 4×100 米冠軍 男丙發揮團隊精神，力壓對手，取得
4×100 米冠軍，同時榮獲男丙 

全場總冠軍

5A 熊雨霏力壓強敵，獲得女乙 100 米冠軍

4C 麥子言雖敗猶榮，取得男丙 100 米亞軍

5D 戴鈺軒取得男乙 100 米冠軍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甲 跳高 第七名 1.10 米 6E 周君蓮

男乙 擲壘球 殿軍 32.08 米 5D 歐陽余豐

女乙

100 米 冠軍 15.16 秒 5A 熊雨霏 

擲壘球 第七名 20.18 米 5C 藍惠琪

4X100 米 季軍 64.00 秒
5A 熊雨霏、5C 林琬翹 
5D 楊書萱、5D 徐依琪 
5D 李祉瑤、4C 盧莉莉

女乙團體成績第四名

男丙
100 米 亞軍 15.35 秒 4C 麥子言

擲壘球 第七名 25.73 米 4A 陳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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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小記者
　　大家好，我們是新成立的校園小記者團隊，由今期校訊開始，我們負責其
中一個欄目，為大家介紹我們的新校舍，發掘校園裏的有趣事。

　　首先，我們要感謝馮校長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在愉快的半
個小時訪問中，我們知道很多關於新校舍的事情。

　　為甚麼會申請新校舍呢？校長問我們是否記得我們的「鐵籠」──有蓋操場？我們連忙點頭稱是。那裏又
熱又焗又多蚊，而且在火車路軌旁，環境嘈雜，所以當她知道北區有一所新校舍可以讓辦學團體申請時，就立
刻請示東華三院，並入紙申請，希望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讓我們有更多的學習空間。

　　申請新校的過程困難重重，從設計至完成興建校舍，校長和老師們付出了
不少汗水，十分艱巨。雖然如此，當校長看見我們在新校舍適應得很好，同學
們都綻放着笑臉，讓她感到十分欣慰，當中的辛努也是值得的。

　　當我們踏進新校那一刻，第一個感覺就是「大」，同學們讚嘆之聲不絕於耳。相對於舊校，新校的活動空
間真的大了很多，這也是校長和老師們設計新校的原意：通風、採光度高、活動空間大……不用再困在「鐵籠」
裏。當中，校長最欣賞的地方就是那偌大的籃球場，她說：「我很高興可以看見學生們開心、活潑地在操場上
跑跑跳跳。」那亮麗的籃加上奪目的橙黃色「MKC」字樣，成為了學校的標誌，為新校增添了不少生氣。

　　校長也喜歡寬闊的走廊通道，每次看見同學們在走道上蹦
蹦跳的開心樣子，都會很高興。她希望所有特別室的裝修完成
後，提供更多的空間給我們學習、活動，發揮我們的潛能。

　　最後，馮校長問我們她的心願是甚麼？我
們異口同聲地說：「成為一所英文小學。」她
希望我們學好英語，問我們能否做到？我們都
微笑點頭。在這麼優良的學習環境下，一定可
以學好英語的。同學們，你們能做到嗎？

校園小記者：P4 何其武、李瑩雅、蘇子睿、孫棨祥、黃耀衡、葉曉媛、葉曉穎

　　　　　　P6 夏佳駿、何俊言、洪綾、鄺展鋒、鄺展陞、蕭穎枝、黃秋寧、黃啟明、莊永妍、尹子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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