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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度，我們正式採用「一校兩舍」上課，要同時運作兩個校舍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不過幸得東華三院支

持，增聘人手，增設穿梭巴士，讓老師及家長的壓力得以舒緩。在彭少芝助理校長的領導下，彩園分校全面營造「小一過渡」

的學習環境，9 班初由幼稚園升上小學的一年級學生得到全面的照顧。彭助理校長告訴我：工作雖然比預期複雜和辛苦，但

看到小一學生真的能享受學校生活，也是欣慰。

　　因著學校環境有足夠空間的優勢，小一生於小息時活動多元化，可以到圖書館、科學實驗室、英語室、禮堂、操場等；

而綜合課的引入，提供學以致用的平台，使學生的學習變得靈活。至於新增的科學科以全英語授教，大大增加了學生接觸

學習英語及科學知識的機會。各項措施，一路推行下來，效果良好。

　　「一校兩舍」也舒緩了清城正校課室的空間，令音樂科「專家入課」計劃得以順利推行。每逢星期一，看到小二，小

三同學拿著樂器自主及自信地到校園不同場區進行樂器練習時，我們就深深感受到「一校兩舍」即時帶來的好處。

　　「一校兩舍」順利過渡，除了我們的教學團隊努力及願意承擔外，一群熱心服務、不辭勞苦的家長們也功不可抹。穿

梭巴士能順利於兩校開行，48 個小一生能受惠於計劃，家長義工們的每天上下課兩輪隨車的照顧，早上防疫工作的執行，

午息活動的帶領，都幫上一把。

　　總的而言，「一校兩舍」順利推行，我們沒有被這個挑戰難倒，反之轉危為機，我們從中受惠，為學生帶來的好處立

竿見影，感恩。

一校兩舍 另創新天

English

Students challenged themselves by taking part in the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Most of the students won 
themselves a lollipop after completing the challenge!

Our students are always eager to learn English. Many of them took part in the Vocabulary Building activity 
aiming to enhance their English vocabulary. Her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inning classes getting their 
prizes!

Spell ing Bee Competition

Vocabular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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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上海市

與內地學校的交流活動

　　上海市浦東新區進才實驗小學的校長及師生十月中到來我
們學校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兩地學生一起上課外 , 還進行了一
場足球比賽。雖然交流活動的時間不多，但我們的師生與進才
實驗小學的師生已加深了彼此的認識。

　　九月下旬，杭州姊妹學校來到我校與師生
進行教與學的交流活動。在一天相處的時間
下，我們的學生與杭州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
的學生已成為了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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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家教會 2018 年度會員大會及上學期的親子參觀活動
　　家長教師會第五屆 2018-19 年度的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 星期五 ) 順利舉行，當天不少家長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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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年度的家長義工，場面非常熱鬧。
此外，當天還邀請了東華三院「家 ‧ 長 ‧ 愛」學院註冊社工主持家長講座，講座內容非常豐富，讓家長們一起
學習做親子遊戲，很受大家歡迎。另外，家教會亦舉辦了兩次的親子參觀活動，看見家長及同學們玩得非常盡興，
歡笑聲此起彼落，執委們都十分感動，希望各位繼續踴躍支持家長教師會的活動！

家長教師會消息

會員大會

未來生活展

港鐵小站長

3



課程發展

校長在開展禮致辭

    本年度，我們採用「主題式學習」的方
式來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強調在學習歷
程中，學生必須擔負起主要的學習任務，
不但提升了他們的自學與研習等能力，而
且能令他們學習與他人作有效溝通。本年
度的主題為「節能減廢，改善生活—學校 
+ 家庭篇」，目標為「掌握節能減廢的意
義及方法，改善生活的環境」及「提升自
我探索的能力」。

    在一個主題下，我們在上學期已舉辦了
一連串的學習活動，以下是一些花絮，讓
大家感受一下參與這些活動的樂趣。

同學們貼上他們設計
的小腳板

環保大使進行宣誓

(2) 攤位遊戲

(1) 開展禮

攤位遊戲前，細看有關資料

宋娟老師主持環保短講

積極參與環保攤位遊戲

(一)主題式學習活動

4



(5)「給予膠瓶新生命」活動

參加環保常識問答比賽的六年級代表

「節能探射燈」寫照比賽 + 問答遊戲

製作膠樽聖誕樹的過程 馮校長很欣賞製
成品呢！

膠樽製成的風車

得獎代表大合照

(3) 環保常識問答比賽 ( 六年級 )

(4)「節能探射燈」寫照比賽

開心、刺激的比賽 台下支持者的投入表現

5



(二)STEM發展

不少學生都是第一次使用螺絲刀，而且組裝模型過
程充滿挑戰，真是需要手腦並用。

(1) 校內活動

    本年度，科技創意室開設了「童」手做的午息活動。學生有機會動手組裝各款機械模型，例如風力船、火星探
測車、摩天輪等，除了一嘗「工程師」的滋味外，還可以了解各種感應裝置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以下是部份
活動的花絮 :

(2) 校外活動和比賽

    學校鼓勵學生多走出課室，積極參與各類比賽和參觀活動，期望可以培養學生對科技的興趣和敢於探索的能力。

以下是一些有關活動的相片：

學生的作品成為了科技創意室的常設展品。

學生在創新科技嘉年華，正嘗試
遙控機械人執行解難任務。

利用 VR 技術，學生可以親歷其
境了解污水的處理過程。

令人緊張刺激的小車對抗賽，需
要學生設計一架大推力的車子。

學生正利用膠瓶和散熱扇等材
料，製作一部夏日「小涼伴」。

在製作太陽能車和浮船載重的比賽中，學生表現卓越，分別獲得了
亞軍和季軍的佳績。6



校園電視台活動 / 短片 :

- 工展會小大使 2018 選拔賽 ( 歐承熹同學獲邀參加了由新城電台主持葉文輝 ( 啤梨 )  教授的「工展會小大使訓練
班」，並在 25/12/2018 和 1/1/2019 於維多利亞公園演出及參加總決賽 )

-「愛長者行多步」拍攝比賽   

- 聯校運動會花絮

- 才藝大匯演花絮

- Magic Channel

- 清城新校設施介紹

- 外籍老師教授英語

校園電視台介紹
　　馬錦燦校園電視台「MKCTV」是一個屬於大型的資訊數碼平台，透過此平台，能推動全校運用資訊科技，從
而建立出高成效、高質量及高參與度的校園數碼文化。「MKCTV」更於 2018 年暑假期間增添了不同的拍攝器材
及進行校園電視台直播室的工程，包括高清 (4K) 專業數碼攝影機、全高清主控制系統、高清影音串流廣播器、拍
攝背景維修工程、射燈工程等等，務求令影片的素質更盡善盡美。

成立馬錦燦校園電視台「MKCTV」的目的有三 :

1. 成為本校的資訊傳遞平台

2. 發展校本學習平台

3. 提供一個培育創意、發展潛能的平台

校園電視台設備 :

校園電視台燈箱

相機

直播現場

燈光器材 超高清 (4K) 影音控制系統

無線採訪咪

歡迎大家收看馬錦燦校園電視台，詳情可以在學校網頁右面位置找「MKCTV」的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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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繽紛校園樂
　　本年度小一學生在彩園校舍上課。面對挑戰，我們將它視為一個良機，善用校舍的空間，為學生提供益智有
趣的小息活動；與時俱進，在課程中加入綜合課、科學科，為學生創造更大的發揮空間。

　　校舍能運作順暢，一張張稚嫩的臉龐能展現笑容，這除了校長、老師們的努力外，還要感謝家長樂意與學校
溝通、義工們積極的參與。展望下學期，學校能為同學帶來更多姿多釆的學習活動。

小息活動：禮堂的棋藝活動、操場的童喜動遊戲、視藝室的繪畫活動，以及由外籍英語老師帶領的小遊戲。

綜合課：設計跨學科活動，以融匯貫通，發展不同技能。綜合課提供了多元化的活動，包括：參觀學校、訪問、
專題研習等，同時推動中英文繪本閱讀。

科學科：以英文教授該科，並進行小實驗，從小啟迪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探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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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多姿采

圖書館資訊

九月開學至今，學生們參加了多元化的閱讀活動，並享受閱讀的樂趣。讓我們一起回顧學生們享受閱讀獎勵、寧
靜閱讀及故事分享的時刻吧 !

‧ 同學們參加了不同的校外及校內比賽，得到了嘉許的獎勵。

‧ 同學們都享受早上閱讀的愉悅。

‧「童你說故事」故事演講工作坊

‧ 家長義工為一年級的學生伴讀，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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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y 58pic.com

正向文化 幸福豐盛
　　本校最新的三年計劃，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是營造正向校園文化，為配合此關注事項，校風及學生支援組舉辦
了一連串活動推動校園的正向文化。

　　本年度，課室壁報會定期更換主題。在九月初開學時，我們便要求學生為自己訂立個人目標，給自己一個特
別任務。至學期中段，我們又轉換了主題，讓學生寫一張感謝卡，感恩身邊曾幫助過我們的人。

　　每月老師會貼上該月生日的學
生相片，鼓勵學生為他們貼上寫有
祝福語的便利貼，讓學生建立正向
的人際關係。

　　 同 學 們 按 每 月 主
題，發掘身邊具某些優
點的同學，齊齊讚賞他。

「我給自己的任務」

「感謝 沿途有你」

「祝福海報」

「小星探 大發現」

 P .6 各班自律之星 

 P.3 各班禮貌之星  課室內張貼的海報

 P.2 各班樂助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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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
　　東華三院近年致力透過各種學習活動和比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和信心，並為幼稚園、幼兒中心及幼兒園教師

提供交流切磋的機會。多年來，本院均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及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舉

辦「全港幼兒英文歌唱比賽」。今年的分區選拔賽 ( 北區及大埔區 ) 已於十一月十日假本校順利完成。比賽當天，參賽學

生投入、認真的表現，得到評判的讚賞。

得獎學校

獎項 得獎學校

金  獎 明雅中英文幼稚園 * 國際幼兒學校

銀  獎 上水堂幼稚園

銅  獎 寶兒中英文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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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獲獎學生

男甲 擲壘球 季軍 35.69 米 6D	歐陽余豐

女甲

200 米 冠軍 32.249 秒 6A	熊雨霏

200 米 季軍 33.561 秒 5C	盧莉莉

4X100 米 季軍 61.573 秒
6A	熊雨霏、6C	林琬翹、6D	李祉瑤、
6D	徐依琪、6D	楊書萱、5C	盧莉莉

男乙
200 米 冠軍

31.599 秒
( 初賽以 31.20
秒破紀錄 )

5C	麥子言

擲壘球 冠軍 26.40 米 5C	黃宏逸

女乙

100 米 季軍 16.456 秒 5D	黃琬詩

跳高 季軍 1.04 米 5D	徐靖嵐

4X100 米 殿軍 68.004 秒
5C	施子妍、5C	蘇毅盈、5C	余佩欣、
5D	黃琬詩、5D	徐靖嵐、4D	蘇琪珊

男丙

60 米 殿軍 10.213 秒 4E	童尉展

100 米 亞軍 16.357 秒 4E	黃湛宇

4X100 米 亞軍 69.130 秒
4E	黃湛宇、4E	童尉展、4E	黃畯廷、
4F	林志彥、3D	陳柏丞

女丙 4X100 米 亞軍 69.260 秒
4C	盧梓晴、4D	萬沁子、	4D	黃穎桐、
3D	周芷瑤、3F	張紫玲

聯校運動會

5C 麥子言挑戰男乙 200 米，

即以破大會紀錄成績奪金。

全部同學上下一心，

全力為運動員打氣

6A 熊雨霏勇奪女甲 200 米飛人與
5C 盧莉莉獲得同項目季軍。

各運動員全力拼搏，享受整個比賽過程

男丙隊員同心合力，

在 4×100 米接力中取得亞軍

女丙 4 位隊員實力平均，

合力取得 4×100 米亞軍

5C 黃宏逸嶄露頭角，

贏得男乙擲壘球金牌

　　本校運動員於 10 月 30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奪得 3 項冠軍、3 項亞軍、5 項季軍、2 項殿軍及 1 項破紀錄獎。
感謝校長的勉勵，體育科老師的悉心指導及各帶隊老師的協助，讓我們一同分享各運動員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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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聯校運動會女乙跳高
比賽中獲得季軍，5D 徐
靖嵐在校際比賽更上一層

樓，奪得亞軍。

5C 麥子言力壓群雄，先後在聯校及北區校
際中在男乙 200 米中奪金，並分別刷新兩

個項目的大會紀錄；在北區校際中憑 1 金 1
破紀錄成績取得傑出運動員獎。

隊長 6A 侯樂文球技精湛，

帶領隊友取得勝利

女子隊經過一年艱苦訓練，今年成績
更進一步，取得亞軍

5C 麥子言深入敵陣，或傳或射，

貢獻良多

5B 顏熙言是球隊的中場大腦，

頻頻策動攻勢。

5C 盧莉莉表現出色，

多次協助球隊爭取入球

男女子隊員及老師合照

入球後無分你我，擊掌慶祝，

隊友間上下一心，爭取勝利

各球員表現出色，假以時日，
定會更上一層樓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獲獎學生

男甲 擲壘球 殿軍 38.48 米 6D 歐陽余豐

男乙
200 米 冠軍 *29.90 秒 5C 麥子言

傑出運動員 1 金 1 破紀錄 5C 麥子言

女乙 跳高 亞軍 1.16 米 5D 徐靖嵐 

　　本校男子足球隊及女子足
球隊分別於 11 月 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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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態衛冕成功，連續兩年取得
冠軍；而女子隊在零失球下最
後射點球落敗，奪得亞軍。感
謝體育科老師的悉心指導及家
長到場大力支持。

　　本校運動員於 12 月 6、7 日參加 2018-2019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奪得 1 項冠軍、1 項亞軍、1 項殿軍、1 項破紀錄
獎及 1 項傑出運動員獎。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隊 冠軍 6A 侯樂文　6A 張銘溢　6B 莫啟超　6D 陳均越　6D 董圳培
6D 熊俊翔　6F 巫凱東　5A 蘇俊堯　5B 陳梓晞　 5B 顏熙言
5C 麥子言　5C 黃宏逸　4D 林家恒　4E ABDUL　 4E 黃湛宇
4E 童尉展　4E 黃畯廷　4F 林志彥

女子隊 亞軍 6A 郭嘉瑩　6A 熊雨霏　6C 陳妤芯　6C 藍惠琪　6C 張　欣
5C 盧莉莉　5C 余佩欣　5C 施子妍　5C 蘇毅盈

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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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男子足球隊及女子足球隊於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遠赴觀塘康寧道遊樂場參加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2018-19。
男子隊在 167 隊中脫穎而出，憑超卓技術及團隊合作，榮獲殿軍。女子組共 48 隊參加，本校女子隊連勝三場後於十六強止步。
各隊員於比賽中愈戰愈勇，盼此次經驗能引領他們將來勇奪佳績。讓我們一起重溫比賽中精彩鏡頭。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6A 侯樂文取得傑出運動員獎8 位男孩過關斬將，在 167 隊中取得殿軍

無懼風雨，全力以赴

男子隊首奪高級組冠軍，加上 6A 侯樂
文囊括最有價值球員獎及最佳神射手

獎，可喜可賀

6A 侯樂文 ( 左一 )、4E 黃湛宇 ( 左三 )
及 2G 郭璟悅 ( 右一 ) 成為該組別神射手

6A 侯樂文 ( 左一 ) 及 4E 童尉展 ( 左三 )
獲選為最有價值球員

男子中級組盃賽冠軍，連續兩年取得
該組別冠軍佳績

各人球技精湛，合作無間，共同爭取勝利

男子組 殿軍

6A 侯樂文　6A 張銘溢
6D 董圳培　6F 巫凱東
5B 顏熙言　5C 麥子言
5C 黃宏逸　4E 黃湛宇

聯校足球同樂日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同樂
日於 12 月 2 日舉行，賽事分六
組 ( 男子高、中、初；女子高、
中、初 )，共有 113 隊 ( 男子組
71 隊，女子組 42 隊 ) 參加。本
校派出男子隊 4 隊，女子隊 4 隊，
共 59 人參賽。經過一番龍爭虎
鬥後，本校 8 隊皆晉級 8 強，分
別取得多項優異的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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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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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高級組憑着不屈不撓的精神，
奪得盃賽季軍。

女子初級組隊員同心協力，得到盃賽季軍

3E 張汝礽 ( 右五 ) 及 6C 陳妤芯 ( 右三 )

分別代表領取女子中級組盾賽冠軍及女子高級組盾賽季軍

2A 覃胤喬 ( 左四 ) 及 6F 巫凱東 ( 右二 )

分別代表領取男子初級組盾賽冠軍及男子高級組盾賽亞軍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比賽後各隊員互相勉勵

感謝家長及老師們的支持及鼓勵，令各隊員充分發揮之餘，亦一同分享喜悅，一同前進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
高級組

盃賽
冠軍

6A 侯樂文　6A 張銘溢　6D 董圳培　5B 陳梓晞　
5B 顏熙言　5C 麥子言　3B 歐陽煌

盾賽
亞軍

6B 莫啟超　6D 陳均越　6D 熊俊翔　6F 巫凱東
5A 蘇俊堯　5C 黃宏逸　4EABDUL

女子
高級組

盃賽
季軍

6A 郭嘉瑩　6A 熊雨霏　5C 盧莉莉　5C 施子妍
5C 蘇毅盈

盾賽
季軍

6C 陳妤芯　6C 張　欣　6C 藍惠琪　6F 蘇巧兒
6F 梁珮甄　4B 黃遠怡

男子
中級組

盃賽
冠軍

4B 周梓軒　4D 林家恒　4E 黃湛宇　4E 黃畯廷
4E 童尉展　4F 林志彥　3A 黃俊軒　3C 文柏皓

女子
中級組

盾賽
冠軍

4B 鄭雅琳　4C 盧梓晴　4D 盧　果　4F 施子溏
3D 周芷瑤　3E 張汝礽　3F 黃樂晴　3F 莊芷瞳
3F 孫愛然　3G 陳雅雪

男子
初級組

盾賽
冠軍

2A 覃胤喬　2A 黃浩軒　2B 楊子奡　2E 歐光量
2F 馬晟軒　2G 許嘉睿　1E 陳正然　1F 黃御信
1G 黃祈瑞

女子
初級組

盃賽
季軍

2A 楊許辰　2B 曾喜兒　2G 郭　璟悦 2G 母菁雲
1G 宋慧怡　1I 黃譽涵　 1I 黎海晴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
高級組

最有價值球員獎 6A 侯樂文

最佳神射手獎 6A 侯樂文

男子
中級組

最有價球員獎 4E 童尉展

最佳神射手獎 4E 黃湛宇

女子
初級組

最佳神射手獎 2G 郭璟悅

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賽 個人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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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活動展新姿

本年度除了在校內展示學生作品外，還會爭取機會
讓學生參與校外展覽，展示其學習成果，當中包括：

( 一 )「梵高眼中的世界」繪畫大展 2018 

參展學生：6D 李祉瑤、6D 楊書萱、5D 歐欣彤 

( 二 ) 文化藝術在北區書畫名家暨學生作品展

參展學生：1D 吳佑恩、1G 廖若安、2C 何穎軒、2E 盧熙嵐、
3E 劉佳東、 4D 陶小桃、5A 施子彬、5D 鄭康蕎、6D 王苑廷、
6D 趙苑如

( 三 )「欣賞 我們的香港」趙素仲和同學們作品展

參展學生：4D 劉予蘅、4D 歐承熹、5D 張峻熹、5D 鄭康蕎、6B 林子珊

當中 4D 劉予蘅、5D 張峻熹、5D 鄭康蕎的作品被評選為「十佳作品」，
他們的作品會被印製成明信片。

手作繽紛樂DIY Fun Time
本學年學校會於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星期二、三、四，小息及午息時段，開放視藝室，由視藝推廣大使教同學製作小手工，以提高學
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

課餘興趣班
本年度本科開辦了輕黏土班、塑膠彩班，提供機會讓學生接觸不同的創作媒介，還有藝術大使培訓班，主要是培訓在藝術上有優異表現

的學生，藉以發展他們的多元智能。

展覽活動

5D 歐欣彤　《夜港》

同學們認真又開心地學習、製作小手工。 他們滿意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有趣得意的黏土作品

看看一年級同學多神氣！

藝術大使享受着創作的每一分，每一秒。

4D 劉予蘅 《青馬·夕影》

6D 李祉瑤　《佛》

5D 張峻熹 《凌霄·印象》

6D 楊書萱  《橋影》

5D 鄭康蕎 《燈影裡的維多利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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