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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多面睇
　　子女會否經常錯用詞語表達 ? 會否經常忘記詞語的意思 ? 學習詞彙並不一定是沉悶的，透
過簡單的遊戲可強化子女對詞彙的認識。家長可與子女試試以下的簡單遊戲，寓學習於娛樂吧！

1. ＜猜估遊戲＞：

玩法：在心中先想一件物件，然後從三方面描述，分別是種類、功能、特徵，請對方猜答案。

例如：「它是文具（種類），可以用作畫直線及量度長度（功用），通常是長方形，上面印有
數字和刻度，以膠、木或鐵造，經常於上數學課時使用，我們把它放在筆盒（特徵）。」

學習目標：猜估時可以練習推理及理解，出題時可以鞏固對詞彙的認識。

2. ＜字詞聯想＞：

玩法：如果中心字是「手」，與對方輪流說出含「手」字的詞語。

例如：「手腕」、「拍手」、「手鍊」、「手指」、「左手」、「右手」、「手冊」、「手套」……

學習目標：可以鞏固及加強大家構詞的能力。

3. ＜詞語接龍＞：

玩法：輪流說詞語，但需要連接對方所說的詞語。

例如：「足球．球星．星星．星空．空地．地方．方向……」

學習目標：不但可以鞏固及加強大家構詞的能力，還可以訓練大家的記憶力。

　　以上的小遊戲，不論高低年級的同學也可嘗試，高年級的同學可在遊戲中多使用較複雜及抽
象的詞語。希望以上的技巧能幫助大家學習詞彙，大家需要多聆聽，多運用啊！

　　驀然回首，數載青葱，轉瞬即逝，從 2009 年 9 月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於彩園邨落成啓
用，轉眼已經八年了。

    當年，堪稱設計悅目的圖書館、突顯本校特色的童心天地、設備齊全的電腦室、寬敞實用的
教員室、偌大舒適的禮堂等已陪伴我們多年，成為同學們學習生活的一部份。今天，在硬件上，
這些地方有不少已開始腿色，維修保養也少不了。然而，過往八年，它們的貢獻、它們與孩子們
一起成長的足跡，已深深印在同學的心坎。

    今年，我們要告別彩園校舍了。讓我們珍惜在彩園的剩餘日子，並將曾在彩園校舍的點滴寫
入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歷史的一頁。

言語治療師 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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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本校於上學期舉行了衝上雲霄飛
行計劃的第一階段。同學們都在這個
計劃中學習了飛機的歷史、結構、飛
行原理等等。當中導師更與學生根據
所學的知識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
製作熱氣球、風箏、紙飛機等，做
到活學活用 ! 同學們都表現得十分積
極、投入呢 !

　　完成計劃後，表現優秀的三位同學：黃致軒 (4A)、游穎臻 (4A) 及周尚 (5D) 代表香港出發到新加坡參加
新加坡國際飛行比賽 (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他們更於比試紙飛機最長飛行距離
的項目中奪得全港第五名，為本校增光 !

三位同學準備出發到新加坡

他們正把自己努力的成果向評判匯報

他們拿著所得的獎狀及獎牌與校長合照他們分別擲出自己的紙飛機

先到訪新加坡不同的旅遊熱點

準備比賽用的紙飛機及前往比賽房間

他們通過試飛風箏的實驗，
找出風箏尾部的長短對其飛

行的影響
同學們在比試自己摺的紙飛機！

同學們嘗試把自己
製作的熱氣球升空

學生感想

新加坡國際飛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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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 活動介紹 )

教師在 STEM 工作坊上合力製作「聽話返回筒」

六年級敢撐論壇—小學生應該穿校服回校

學生正進行第二次的班際作文比賽

(1) STEM(S-science,T-technology,E-engineering,M-mathematics) 校內外活動

    本學年，學校希望透過 STEM 教育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我們舉辦了 STEM 教師工
作坊，鼓勵教師與時並進。學生在校外也參與了不少與 STEM 相關的活動，包括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mBot 機
械車課後培訓班、STEM 數理科技學習匯、「常識百搭」、翱翔萬里—滑翔水火箭比賽等，相信這些活動有助
強化學生應用跨學科知識的能力。以下是部份活動的花絮 :

(2) 其他活動

    除了 STEM 活動外，我們還舉辦了「敢撐論壇」、「中英文班際作文比賽」及「專題研習」等有關活動，以培
養學生的自學能力、解難能力、表達能力及探究能力。其中五年級的專題研習就以「節能減廢—環境污染」為題，
再配合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加強學生對環保的認識，並希望他們能身體力行，愛護我們的地球。以下是一些
有關活動的相片：

學生正參加立體逐格動
畫設計比賽的工作坊

在數理科技學習匯，學
生動手製作可承載數十

罐可樂的浮船

第一次班際英文作文比
賽獲獎的一年級學生

五年級專題研習能力訓練
工作坊

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學生透過編寫程式，
指令 mBot 車執行各

項任務

學生小心翼翼地量度 5 毫升的蛋汁，以便進行
「常識百搭」的探究

從試飛中不斷改良水火箭的設計，期望
可以翱翔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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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我是一條毛巾》
3B 周蓮宅

　　我是一條毛巾，我的身體是長長的，用途非常廣泛。
　　火警發生的時候，人們便可以揮動毛巾來發出求救信號。人
們可以用毛巾捂住口鼻，不讓自己吸入濃煙，還可以用毛巾來堵
住門縫呢 !
　　此外，毛巾可以用來清潔家居。如果你不是經常清潔家居的
話，家裏就會滋生很多螞蟻和蟲子，很噁心的。在清潔家居時，
只要把我放在有塵埃的地方抹一抹，家裏就會變得很乾淨，真的
十分方便。
　　我是人類的好幫手，任何時候都可以派上用場。

《夢想的房間》
3D 傅嘉琳

　　我夢想的房間好像一朵七彩繽紛的花朵。
　　這間花朵屋是有翅膀的。牀是一輛漂亮的馬車，牀
上放滿了我心愛的玩具，有小熊布偶、洋娃娃、小羊布
偶……這間花朵屋的設備一應俱全，有電視機、電腦、
煮食工具……
　　這間花朵屋可以帶我環遊世界。我在屋內可以上網，
即使足不出戶，也能知天下事。這間花朵屋還可以隨時
帶我去探望親友，給他們一個驚喜。
　　我夢想的房間可能跟你的並不一樣，但它卻是獨一
無二的，我會好好珍惜它。

《一次騎自行車的經驗》
4D 蘇梓善

　　我九歲生日那天，爸爸和媽媽在生日會上送給我一輛
自行車作為生日禮物，我可高興呢！
　　生日會過後，我迫不及待地和爸爸把自行車推向操
場，我心想：騎自行車一定十分容易，只需要踩一踩自行
車的踏板便可前進了。誰知，我連自行車都騎上不去呢！
　　我嘗試了多次，終於能騎上自行車了。可是，由於重
心還是不太穩，所以我摔了一次又一次。經過多次摔倒後，
我已經失去信心了，就在這時，爸爸告訴我：「失敗乃成
功之母，不要灰心，繼續嘗試，最終都會成功的！」這番
說話令我重拾信心。
　　最後，在爸爸的鼓勵下，我重新振作起來，當我再次
嘗試時，我終於成功了，真開心啊！
　　這一天，令我難以忘懷，因為這天不僅是我第一次騎
自行車的日子，還讓我明白了「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道理。

《動物小檔案》
4F 陳康鑫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我家中的小貓，牠那綠色的眼睛閃

閃發光，牠的尾巴又細又長，就像一條小蛇。

　　牠經常懶洋洋地睡大覺，可是牠有時又生氣勃勃地跑

來跑去，好像有無盡的精力。當牠一見到人，就會敏捷地

逃跑。牠還是一個「小畫家」，牠會跳上桌子上，在紙上

踩幾朵小梅花。有一次，我拿一根小草逗牠，牠便蹦蹦跳

跳地追着那根草，還兇猛地撲上去呢！

　　牠很喜歡吃魚，連魚骨頭也不放過，我們一家人都說

牠是「貪吃鬼」。牠一聽到老鼠的動靜，就會靜靜地盯着

老鼠洞，一連就是幾個小時，非把老鼠等出來不可。

　　我覺得無論養甚麼動物，都可以像親人一般對待，好

好愛護牠們！

《難題終於解決了》
5A 黃昊

　　在我的學習生涯中，遇到了很多難題，有解決了的，

有沒解決留下遺憾的，有爸爸媽媽幫我解決的……多不勝

數。其中，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不會做作業，原因就是

我的英語水平太差，才不會做。

　　一天，我放學回家，正專心致志地做作業，但我卻被

「卡在」了一道英語難題上，我思索了很久，都沒有想出

答案來。由於這道難題超出了我的英語能力範圍，我心想：

這道題目怎麼這麼難啊！我思考了半小時還是一籌莫展，

我的英語水平實在太差了！這時，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

樣，非常焦急，不知怎麼做才好。

　　這時，我靈光一閃，心想：雖然我不會做，但是我可

以用微信問嚴智軒啊！他英語水平很好，一定能幫我！我

滿懷希望地問嚴智軒，可萬萬沒想到，他說他家的門鎖了，

進不了去，待他回到家裏再教我。這時，我像晴天霹靂般，

心想：完了，連嚴智軒都幫不了我，糟了！　　

　　就在我快要絕望時，我又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就是到

互聯網搜查，現在的網絡四通八達，一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於是，我馬上去搜查，果然給我查出了答案，我連忙完成

這最後的一道題目。我終於完成了那天的作業了。

　　這次事件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有志者，事竟

成」。只要我們有心，甚麼事都可以做好。

《一個怪盒子》
5D 高紫凡

　　放學後，在回家的路上，我買了一串魚丸，吃完後我
就隨手將垃圾丟在地上。就在那時候，有人叫喚我的名
字，我轉過身去看，沒看到人影，卻發現了一個閃閃發亮
的盒子。它散發着水仙花的氣味，我十分喜歡，便把它拾
回家去。
　　回到家裏後，我就拿着盒子跑進自己的房間，仔細地
觀察那個盒子。盒子上有一個精靈圖案，她的身邊有一顆
寶石，寶石閃耀着美麗的光芒，我忍不住觸碰了那寶石一
下，盒子竟然打開了，還發出一道強光，把我吸了進去。
　　過了一會兒，我出現在一個充滿垃圾的空間，我大聲
地喊：「有人嗎？」突然，有一隻小精靈飛了過來，我一
看，竟然是盒子上的精靈。我問她：「這是甚麼地方？我
不是在家裏嗎？」她回答道：「你看一看地上這些垃圾，
這些都是你亂拋的垃圾。」我問她：「那我可以怎樣做才
能回家啊？」她說：「回到現實的穿越器放在垃圾海的盡
頭，所以你先要將所有垃圾撿起來放到這個袋子裏。」說
完她就給我一個袋子。
　　十五分鐘後，我穿好防護衣，下了垃圾海撿垃圾。兩
個小時後，我終於將我亂拋的垃圾清理好了，我和精靈找
到了那個時空穿越器。她一聲咒語後，我就回到了現實世
界，我看了一下時鐘，原來我在盒子裏的那段時間，在現
實世界中才只有五分鐘。
　　經過這件事後，我明白到不可以亂拋垃圾，並要愛護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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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Five English teachers go into the P.3 classes to carry out an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me for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 reading atmosphere. Three series of story books are introduced to our students. Most students 
enjoy much and start to establish good reading habits.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challenge their spelling abilities in May. Many could enjoy lollipops after the 
game. 

The artists from Shakespeare4All came to our school to conduct an 
English inter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for our P.5 students through 
a radio play. Som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performance. Our 
students enjoyed much in the workshop. 

A. 5- in-1 Reading Workshop

B. Spell ing Bee Competition

C. SCOLAR 1930’s Radi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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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6/17

一等獎 6D 江彥恒

二等獎 6A 陸欣 6D 羅建和 6D 張樂謙 6D 楊凱利

三等獎 6D 陸梓熙 6D 朱漢煊 6D 何佩莉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 小三至小六組 )

銀獎 3D 黃景聰 5D 鄺展鋒

銅獎
3D 孫棨祥 4D 陳均越 4D 葉哲涵 4D 董圳培

4D 榮晨陽熙 5D 鄺展陞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北區 )

銅獎 5D 鄺展鋒 5D 鄺展陞 5D 杜世偉

優良獎狀
5D 黃啟明 5D 池重謙 5D 洪綾 5D 黃詠芝

5D 李卓玥 6D 朱漢煊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7

金獎 1D 邵智鵬 5D 鄺展鋒

銀獎 3D 黃耀衡 4D 陳均越 4D 葉哲涵

銅獎
1F 蔡佳訊 3D 黃景聰 3D 歐欣彤 4D 杜世堅

5D 鄺展陞 5D 杜世偉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5D 鄺展鋒

二等獎
3D 孫棨祥 3D 朱彬豪 3D 歐欣彤 4D 陳均越

4D 葉哲涵 5D 鄺展陞 5D 陳天胤

三等獎

4D 房鈺清 4D 董圳培 4D 王苑廷 4D 杜世堅

4D 楊書萱 4D 歐陽余豐 4D 王雨桐 4D 熊俊翔

4D 陳曼榕 4F 廖思宥 5D 杜世偉 5D 池重謙

2017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香港賽區
初賽 暨 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HKMO Open）初賽

金獎 4D 葉哲涵 4D 榮晨陽熙 4D 陳均越 5D 鄺展鋒

銀獎

3D 黃耀衡 3D 黃景聰 3D 孫棨祥 3D 歐星悅

3D 何其武 4D 王苑廷 4D 董圳培 4D 房鈺清

4D 杜世堅 4D 歐陽余豐 4D 楊書萱 5D 鄺展陞

5D 陳天胤 5D 池重謙 5D 黃詠芝 6D 張樂謙

銅獎

3B 侯卓君 3D 歐欣彤 3D 徐靖嵐 3D 傅嘉琳

3D 趙瑞麒 3D 白玉涵 3D 張梓榮 3D 黃思錡

4D 楊卓廷 4D 王雨桐 4D 陳曼榕 4D 戴鈺軒

4F 廖思宥 5D 李卓玥 5D 杜世偉 5D 黃啟明

5D 洪綾 6A 陸欣 6D 朱漢煊 6D 何佩莉

2017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香港賽區晉級賽

金獎 4D 陳均越 5D 鄺展鋒

銀獎

3D 黃耀衡 3D 黃景聰 3D 何其武 3D 歐欣彤

4D 葉哲涵 4D 董圳培 4D 房鈺清 4D 陳曼榕

5D 鄺展陞 5D 陳天胤 5D 池重謙 5D 杜世偉

銅獎
3D 白玉涵 3D 黃思錡 4D 王苑廷 4D 杜世堅

4D 歐陽余豐 4D 楊書萱 4D 戴鈺軒 4F 廖思宥

2016–2017 年度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成績
比賽名稱 獲取獎項 獲獎學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 香港賽區 ) 初賽

一等獎

3D 孫棨祥 3D 黃耀衡 3D 歐欣彤

4D 陳均越 4D 葉哲涵 4D 房鈺清 5D 鄺展鋒

5D 陳天胤 5D 杜世偉 6D 江彥恒 6D 張樂謙

二等獎

3D 黃景聰 3D 歐星悅 3D 梁楚悠 3D 郭思敏

4D 楊書萱 4D 董圳培 4D 熊俊翔 4D 王雨桐

5D 鄺展陞 5D 黃詠芝 6D 陸梓熙 6D 朱漢煊

6D 楊凱利 6D 羅建和 6D 歐祉瑤

三等獎

3D 黃思錡 3D 徐靖嵐 3D 白玉涵 3D 郭建霆

3B 侯卓君 3D 何其武 3D 傅嘉琳 3D 謝銘

3D 容子棋 3D 趙瑞麒 4D 歐陽余豐 4D 陳曼榕

4D 杜世堅 4D 王苑廷 4F 廖思宥 4D 楊卓廷

5D 李卓玥 5D 池重謙 5D 黃啟明 5D 洪綾

5D 黃銘渝 6D 何佩莉 6D 莊僖彤 6D 馮晉煌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 香港賽區 ) 晉級賽

一等獎 5D 鄺展鋒 5D 鄺展陞

二等獎

3D 孫棨祥 3D 朱彬豪 3D 梁楚悠 3D 歐欣彤

3D 黃耀衡 4D 房鈺清 4D 董圳培 4D 陳均越

4D 王苑廷 4D 葉哲涵 4D 杜世堅 5D 杜世偉

5D 池重謙 5D 陳天胤 6D 朱漢煊 6D 楊凱利

三等獎

3D 趙瑞麒 3D 傅嘉琳 3D 徐靖嵐 4D 楊書萱

4D 歐陽余豐 4D 楊卓廷 4D 王雨桐 4D 熊俊翔

4D 陳曼榕 4F 廖思宥

三年級奧數參賽同學

四年級奧數參賽同學

五年級奧數參賽同學

六年級奧數參賽同學

全港數學大激鬥一、三
年級得獎學生

全港數學大激鬥 四、五
年級得獎學生6



2016–2017 年度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成績

東莞之旅

開平之旅

境外交流
全體五年級學生與 14 位老師來一張大合照

到訪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學習虎門銷煙與鴉片戰爭的歷史

同學們參觀孫中山故居
紀念館，加深瞭解孫中

山先生的生平事蹟

參觀孫文紀念公園

到訪中山市沙溪鎮龍瑞小學，
彼此交流，互相學習

　　今次的「開平之旅」令我獲益頗多，雖然我也曾
教授過有關東華三院歷史的相關課題，但是此行有機
會可以親眼目睹當時的遺跡，還有專家細緻的講解，
確實給我留下更深刻的影響。更令人欣慰的是，學生
在日積月累中對東華的歷史有很多知識儲備，他們在
搶答環節表現積極，在演講環節更是爭著上台表演，
可見此次考察之旅，讓他們有很多體會，想與他人分
享。

李洲洋老師

　　在「開平之旅」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金牛義
塚」。「金牛義塚」是東華三院建造給無人認領骨殖的
華工，所以叫做義塚。由於義塚旁邊有一座名叫金牛山
的山，義塚因此得名。義塚由眾多墓碑組成，由於外型
像麵包，因此又叫做「麵包墳」。參觀了「金牛義塚」後，
我深深體會到東華三院的行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學習
呢！

5D 莊永妍同學

　　本校參加「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於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及 16 日
到東莞進行交流活動。是次交流加深學生對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蹟
的認識，並藉此讓學生探索孫先生的奮鬥歷程、改革理想及對國家的貢獻。
學生更透過「虎門銷煙」歷史事件，加強學習保家衛國、不屈不撓的精神。
在過程中，同學們更學會了互相照顧、互相分享、互相包容，實在是一個不
可多得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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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傑出學生獎2016/2017

第十四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 英文演說比賽 )

「賽馬會『年齡』跨代共融
社區計劃『齡界限』全港學
生演講比賽」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2016-2017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校園小特務正積
極籌備下學期的

訪問活動呢 !

全方位及資優發展組

校外比賽佳績

6D 伍正朗晉身五強，將代表本校競逐東華傑出學生獎！ ( 截稿前 )

本年共有 10 位同學參賽，共獲得 10 項金獎、

7 項銀獎及 10 項銅獎。

5D 吳卓龍勇奪冠軍！

6D 郭嘉欣獲得「小學乙組表現優異獎」，
本校更獲得「學校參與人數最高獎」。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初小組「多元智能團隊獎」 3D 白玉涵

高小組「卓越智能獎」 6D 郭嘉欣

學生 中文獎項 英文獎項 數學獎項

陸欣 銅獎 銅獎 銀獎

黃莉清 / 銅獎 銅獎

陳力逞 / 銅獎 /

陸俊傑 銅獎 銅獎 銅獎

張樂謙 金獎 金獎 金獎

歐祉瑤 金獎 金獎 銀獎

何佩莉 銀獎 金獎 銀獎

歐瑋裕 金獎 金獎 金獎

莊僖彤 銀獎 金獎 銅獎

郭嘉欣 銀獎 銀獎 銅獎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經典誦讀 ( 粵語 )  
高小組「總季軍」

4D 王雨桐

小組優異獎 4D 王苑廷、黃宇峰、5D 吳卓龍

6D 郭嘉欣

6D 郭嘉欣 學校參與人數最高獎

3D 白玉涵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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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家培訓計劃

節能減碳靠晒你
，地球先生錫晒

你。

校園小特務話
你知

　　各位同學，你們還記得校園小特務早前跟大家做了一個有關電器耗電量的訪問嗎？

　　在我們的訪問中，發現不少同學認為冷氣機的耗電量甚高，這個想法一點也沒錯！不過大家可

能忽略了一些家居電器中常見的「耗電大怪獸」。究竟這隻大怪獸是甚麼？答案就是一些發熱的電

器。

　　根據消委會的調查發現，有保暖功能的電熱水壺需要長時間駁上電源，所以十分耗電，電費隨

時高於一部 1 匹變頻式冷氣機的電費 (《星島日報》– 2016 年 11 月 15 日 )，堪稱是「耗電的大魔

王」。

　　因此，大家在節約能源的同時，不要忽略發熱電器產品的耗電量，例如微波爐、電磁爐及乾衣

機等。一些不經常使用的電器，應減少它們的待機時間，最好是直接把插頭拔出，以節省用電。

　　希望大家都能夠成為一個精明的節能新一代！

校外學習體驗

　　此計劃是由明報及語常會合辦。計劃的目的是透
過培訓班、流動教室、寫作訓練日營等活動，提升學
生的文學素養及培養學生的寫作興趣。

　　本校獲甄選參與計劃學生：2D 林志遠、3D 趙瑞
麒及 6D 莊僖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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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成績
　　本年度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於 2017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進行，本校獲 3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7 項季軍，
合共 2 項榮譽獎，67 項優良獎，33 項良好獎。於團體賽事中，本校直笛小組獲冠軍佳績﹔於個人賽事中，4D 班
黃宇峰於「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10 歲或以下」組奪得冠軍，而 3D 班白玉涵更於同一組別另
一分組的賽事當中以榮譽成績奪得冠軍。

　　本校管樂團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參加由香港音樂
事務處舉辦之「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
獲銅獎，並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參加由香港聯校音樂
協會舉辦之「聯校音樂大賽 2017」團體合奏項目 ( 管
樂團小學組 ) 獲銀獎。另外 5B 班黃雅靖及 5D 班胡倩
茹獲長笛二重奏銀獎。

4D 班黃宇峰於「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10 歲或以下」組

奪得冠軍

3D 班白玉涵於「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
聲或女童聲 - 小學 -10 歲或以下」組奪
得冠軍，並取得榮譽成績。白玉涵同學
同時於「箏獨奏 - 初級組」取得季軍。

6D 班鄺佩珊及陳嘉莉分別
於高音直笛獨奏 13 歲或

以下組取得季軍

這兩隊最佳拍檔獲得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
以下季軍 : 5D 班黃啟明、吳卓龍、黃銘渝、
洪凌。黃啟明同學同時於 10 歲或以下獨奏
比賽取得亞軍，而吳卓龍同學同時於 10 歲

或以下獨奏比賽取得季軍。

4C 班藍惠琪於 10 歲或以
下直笛獨奏比賽取得季軍

直笛小組獲冠軍佳績 : 5D 文雅穎、
5A 黃芷瑤、5D 黃啟明、5B 周倩宜、
4D 陳曼榕、5D 彭曉晴、4D 黃宇峰、
5D 涂栩志、5B 劉可妍、5D 黃銘渝

團體項目

管樂團

二人項目

個人項目

項目 獎項

直笛小組 冠軍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以下 5D 洪  凌、黃銘渝 季軍

直笛二重奏 -10 歲或以下 5D 吳卓龍、黃啟明 季軍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聲樂獨唱 - 中文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小學 -10 歲或以下

3D 白玉涵 冠軍

4D 黃宇峰 冠軍

高音直笛獨奏 - 小學 -10 歲或以下 5D 黃啟明 亞軍

箏獨奏 - 初級組 3D 白玉涵 季軍

高音直笛獨奏 - 小學 -10 歲或以下 4C 藍惠琪
5D 吳卓龍

季軍
季軍

高音直笛獨奏 - 小學 -13 歲或以下 6D 陳嘉莉
6D 鄺佩珊

季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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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成績
　　本年度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於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本校獲 3 項冠軍、2 項亞軍及 6 項季軍，
合共 1 項榮譽獎，81 項優良獎，19 項良好獎；於集誦賽事中，本校英詩集誦獲冠軍佳績，普通話集誦獲季軍，其
中英詩集誦隊更獲東華三院頒發最佳團體朗誦成績獎，而 4D 班王雨桐於朗誦普通話詩詞《曬太陽》以榮譽成績奪
得冠軍外，同時獲頒發東華三院最佳個人朗誦成績獎。

4D 王雨桐
憑着《曬太陽》一詩生
動的演繹奪得普通話獨
誦冠軍，並獲本院最佳

個人朗誦成績獎
普通話獨誦亞軍

4D 王苑廷 6D 盧碧晴

英詩集誦學生
代表接受獎項

英詩獨誦 4D 杜世堅
4D 黃宇峰 3D 羅嘉軒

5D 文雅穎在粵語獨誦獲季軍 ( 左 )
而 4D 王苑廷除了普通話獨誦外，
在粵語項目中也取得季軍呢！ ( 右 )

小小年紀的 3D 班李珀霆
勇奪英詩獨誦冠軍

集誦

獨誦

粵語獨誦成績

普通話獨誦成績

普通話獨誦成績

項目 獎項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 to 3, Mixed Voice

冠軍 ( 東華三院最
佳團體朗誦成績獎 )

小學一、二年級普通
話詩詞集誦

季軍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小學四年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4D 王苑廷 季軍

小學五年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5D 文雅穎 季軍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4D 王雨桐
冠軍 ( 榮譽獎 )
東華三院最佳個人
朗誦成績獎

4D 王苑廷 亞軍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6D 盧碧晴 亞軍

項目 獲獎學生 獎項

Primary 3,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3D 李珀霆 冠軍

3D 羅嘉軒 季軍

Primary 4,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4D 黃宇峰 季軍

4D 杜世堅 季軍

小小年紀的普通話集誦隊憑着投入的演出奪得季軍

活潑調皮的低年級同學在台上逼真地演繹了火車的動態，勇奪
英詩集誦隊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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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環保卓越大獎
　　為鼓勵同學源頭減廢，凡自備餐具和水樽得分最高的班別可得「班際環保
卓越大獎」，全班同學均可得禮物乙份。下學期得獎名單如下：

二月份 1D  2A  2B  2C  3D  4F  5D  5F  6B  6C  6D

三月份 1A  1C  1E  2B  3B  3D  4E  5B  6B

四月份 1C  2A  2B  2C  3A  3C  3D  4D  4E  5A  5B  5C  5D  5E  
6B  6C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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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食之星」誕生了

回收花絮

　　為鼓勵同學珍惜食物不浪費，由班主任觀察班上同學進餐表現，
挑選班上的「惜食之星」，藉此帶動同學養成珍惜食物的習慣。

同學分類回收物品 感謝家教會的協助同學踴躍參與回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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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運動會
　　本校健康運動會已於 3 月 10 日順利完成，當日天公造美，同學們
在春風送爽下積極參與各項賽事。本年度共產生了四項破紀錄成績，
希望同學繼續抱著「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來年度再接再厲，共
創佳績。以下輯錄了運動會當天的花絮，讓大家再三回味。

健康運動會成績(2016-17)

組別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六年級男子組

100 米 6C 楊嘉文 (14.44 秒 ) 6B 謝瀚林 (16.02 秒 ) 6C 黃飛翔 (16.06 秒 )

跳遠 6D 陳志鵬 (3.17 米 ) 6A 李嘉俊 (2.76 米 ) 6D 王應良 (2.74 米 )

擲壘球 6C 香兆光 (*32.83 米 ) 6B 余偉雄 (32.56 米 ) 6A 歐家興 (23.15 米 )

六年級女子組

100 米 6B 楊嘉琪 (15.90 秒 ) 6A 葉彩翎 (16.08 秒 ) 6D 陳可 (16.42 秒 )

跳遠 6C 鄧詠璇 (2.97 米 ) 6C 陳愛霖 (2.90 米 ) 6D 陳天恩 (2.60 米 )

擲壘球 6D 鄧世盈 (*33 米 ) 6B 黃雅琦 (17.80 米 ) 6C 陳梓棋 (14.23 米 )

五年級男子組

100 米 5B 吳俞鋒 (15.63 秒 ) 5E 周君蓮 (16.79 秒 ) 5B 歐嘉輝 (16.85 秒 )

跳遠 5A 楊力錚 (3.30 米 ) 5E 林倪 (3.29 米 ) 5C 黃偉軒 (2.47 米 )

擲壘球 5E 龔嘉豪 (21.65 米 ) 5E 張浩樞 (21.06 米 ) 5D 何俊言 (20.60 米 )

五年級女子組

100 米 5D 黃詠芝 (16.62 秒 ) 5A 麥婷婷 (16.80 秒 ) 5B 吳依藍 (17.43 秒 )

跳遠 5B 李樂瑤 (*3.11 米 ) 5B 羅尹廷 (2.26 米 ) 5D 黃秋寧 (2.18 米 )

擲壘球 5E 余詩琦 (18.49 米 ) 5D 葉凱怡 (12.30 米 ) 5E 張文琦 (11.67 米 )

四年級男子組

100 米 4D 戴鈺軒 4E 侯樂文 [ 並列冠軍 ](16.60 秒 ) 4B 謝嘉鏵 (17.28 秒 )

跳遠 4C 莫啟超 (2.77 米 ) 4D 陳均越 (2.59 米 ) 4E 黃柏銓 (2.43 米 )

擲壘球 4D 董圳培 (19.20 米 ) 4D 歐陽余豐 (18.22 米 ) 4E 張銘溢 (17.91 米 )

四年級女子組

100 米 4A 熊雨霏 (16.81 秒 ) 4C 林琬翹 (17.78 秒 ) 4D 楊書萱 (17.98 秒 )

跳遠 4D 李祉瑤 (2.34 米 ) 4C 袁梓翹 (1.90 米 ) /

擲壘球 4E 方恩琳 (9.22 米 ) 4B 梁珮甄 (8.88 米 ) 4B 葉梓晴 (8.14 米 )

三年級男子組 60 米 3C 麥子言 (10.15 秒 ) 3D 吳睿夫 (10.45 秒 ) 3B 梁舜 (11.11 秒 )

三年級女子組 60 米 3C 盧莉莉 (10.53 秒 ) 3D 黃琬詩 (11.00 秒 ) 3C 余佩欣 (11.03 秒 )

二年級男子組 60 米 2E 黃湛宇 (10.70 秒 ) 2A 童尉展 (11.24 秒 ) 2E 林志彥 (11.35 秒 )

二年級女子組 60 米 2D 萬沁子 (11.70 秒 ) 2D 黃穎桐 (11.90 秒 ) 2C 蘇琪珊 (11.92 秒 )

一年級男子組 60 米 1F 何昱南 (11.88 秒 ) 1B 施睿霖 (12.36 秒 ) 1D 王梓銘 (12.41 秒 )

一年級女子組 60 米 1D 周芷瑤 (11.93 秒 ) 1C 周葆宜 (12.28 秒 ) 1F 劉恩彤 (12.48 秒 )

* 破大會紀錄

山西豆腐隊榮獲本年度 8×50 米
師生接力賽冠軍

6C 楊嘉文以大熱姿態
榮膺百米男飛人

5B 李樂瑤以破紀錄成績
獲得五年級女子組跳遠

冠軍

三位明日之星：三年級
60 米冠軍麥子言、亞軍

吳睿夫、季軍梁舜

四年級女子組 100 米
比賽鬥得難分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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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比賽

跳繩比賽

　　本校運動員分別於 5 月 10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
賽及 5 月 17 日參加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共奪得 8 項個人獎
項。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支持，全體老師及職工的協助。

　　恭喜本校跳繩隊在鳳溪盃全港
小學跳繩比賽 2017 暨扶輪盃全港
小學跳繩比賽 ( 新界北分區賽 ) 中
獲得下列獎項，感謝家長的支持及
同學們的努力。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成績 (2016-17)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成績 (2016-17)

組別 項目 學生成績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季軍 5E 溫梓軒 (55.14 秒 )

男子丙組
50 米蛙泳冠軍 4C 陳梓鑫 (46.20 秒 )

50 米背泳亞軍 4C 陳梓鑫 (45.08 秒 )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冠軍 4D 李祉瑤 (52.66 秒 )

組別 項目 學生成績

女子甲組

4X30 秒單人繩接力賽冠軍 3D 吳穎雯 4B 黃雪敏 4F 蔡家銘 5A 黃芷瑤

30 秒大繩速度賽冠軍 4B 黃雪敏 4F 蔡家銘 5A 黃芷瑤

女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3D 吳穎雯 4B 黃雪敏 4F 蔡家銘 5A 黃芷瑤

組別 項目 學生成績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季軍 5E 溫梓軒 (53.73 秒 )

男子丙組
50 米蛙泳冠軍 4C 陳梓鑫 (45.70 秒 )

50 米背泳冠軍 4C 陳梓鑫 (43.41 秒 )

女子丙組 50 米蛙泳冠軍 4D 李祉瑤 (50.55 秒 )

各游泳健將大顯身手，
爭取好成績

巾幗不讓鬚眉，
兩位小飛魚分別摘金

四位小女將施展渾身
解數，取得多項殊榮

一年級親子比賽競爭激烈，
六對親子躋身三甲

4D 班齊心合力以破大會紀錄成績勇奪 4×100 米冠軍， 
並同時包辦啦啦隊比賽高級組冠軍及四年級團體冠軍

項目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班際
4x100 米接力

四年級
4D

(*71.16 秒 )
4A

(72.50 秒 )
4F

(75.99 秒 )

五年級
5B

(65.99 秒 )
5A

(67.89 秒 )
5E

(69.99 秒 )

六年級
6B

(64.58 秒 )
6A

(66.62 秒 )
/

師生
8x50 米接力

/
山西豆腐隊
(65.80 秒 )

疾風隊
(66.23 秒 )

飛炮隊
(68.86 秒 )

啦啦隊比賽
初級組 1B 1A 3B

高級組 4D 5D 4C

親子比賽
穿膠圈

一年級
1B 林孜弢 [ 冠軍 ]
1B 莊芷瞳 [ 亞軍 ]

1A 周子皓 1D 歐沛琛 1E 葉柏康 1E 鍾蕊伊 [ 並列季軍 ]

二年級
2A 梁嘉樂 2D 歐承熹 [ 並列冠軍 ]

2A 鄧嘉俊 2A 施子溏 2C 蘇琪珊 2D 蕭伊婷 
2D 曾福 2E 歐惠心 [ 並列亞軍 ]

三年級
3C 黃鈞誠 3D 吳睿夫 [ 並列冠軍 ]

3A 顏熙言 3B 郭齊鋑 3C 施子妍 3D 鄭康蕎 
3D 張嘉熙 3D 歐星悅 [ 並列亞軍 ]

各級團體冠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E 2D 3D 4D 5E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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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聯歡日

家長教師會親子日營

　　為增加同學對中華文化習俗的認識及引起同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家長教師會
於 2017 年 1 月 25 日 ( 星期三 ) 合作舉辦「春節聯歡日」的慶祝活動已順利舉行。當天活動包括最佳華服比賽、
賀年習俗片段欣賞、春節傳統小手工、春節習俗攤位遊戲及試食賀年湯丸，氣氛非常熱鬧！同學們不但非常享受
當天豐富的活動，還對春節習俗增加了不少的認識和興趣。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親子日營已於 2017 年 5 月
6 日順利舉行，日營位於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當天有三百位家長和同學參與。營地環境優美，設備
齊全，提供多類型的康體活動，令人樂而忘返，大家
也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最佳華服代表

課室活動

家長義工為同學
準備湯丸

禮堂攤位遊戲

排排坐吃湯丸

家長義工與校長合照

校長與最佳華服
代表合照

家教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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