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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育意校長

　　過去十年看似平凡，但真的又有不一樣，蛻變成長之後，大家會驀然發現了喜悅、值得珍惜，教人感恩、也令人回味。

今年校慶，我們以「蛻變成長、成就夢想」為題，就是珍惜過去十年，我們付出的努力、掙扎與磨練後所得的成果。

　　回首十載，我們感恩有相伴同行的每一位。

　　十年前，編制內的教職員共有 51 名，到今天增加至 91 名了。依靠著大家，我們一起經歷過兩次遷校、兩次開幕禮、

一次奠基禮、兩次命名禮，兩次校慶典禮，還有兩次校外評核。兩次遷校、每次典禮及評核都象徵著學校發展的重要歷程；

每一個歷程，都是因著同事們的才智和辛勤付出，結集成馬錦燦紀念小學的美。十年來，老師們不斷努力成長，在專業發

展的路上，共同學習，為優化教學而努力，顆顆熾熱的心，令人敬佩。

　　十年前，我們只有 21 班 614 名學生；到今天，班級數目增加至 41 班，學生共 1127 名。十年，「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孩子們就像粒粒種子，悄然成長。每當看見他們做到「律己愛人、積極進取、愉快學習、成績優良」，我們就感到欣慰。

同學們，就是因為你們，讓我們更有力量成長，讓我們更感到教育的重要，工作的意義。

　　十年來，感恩家長們對學校的支持；願意付出時間擔任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學校及社區的服務，踴躍出席家長教育講

座及培訓，促進了家長與子女及學校的溝通。家長教師會成立已十載，在歷任主席的帶領下，會務發展已趨成熟。家長們

對學校愛護有加，成為了學校的後方，是我們的後盾，讓我們可以全心全意地實踐我們的教育夢。家長們，感謝你！

　　感恩風雨同路的有心人，沒有你們，今天的成就，又豈能呈現於大家眼前？ 

　　十年過去了，我們將跨進第二個十年。一直以來，夢想帶領我校前行，我們繼續滿懷希望，展望將來，不但為教育創

造不一樣的夢想，更會誘發孩子們追夢，讓每個人的夢想可以騰躍，沖天飛。

風雨同路十載情

2019/20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2019/20 年度會員大會及第六屆家教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圓滿結束，點票工作已於 2019 年 10 月 28 日順利完成，結果如下：

　　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 ( 星期五 ) 順利舉行，當日通過了家教會 2018/19 年度的會務及

財政報告、頒發感謝狀予 2018/19 年度家長義工，並選出了第六屆執委會的家長委員。各執委會委員於會後隨即互選各職務

的執行人。職位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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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消息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杜楊佩詩

副主席 張瑞珩 馮育意

秘書 王旋年 陳妙堅

司庫 杜秋華 梁佩珊

總務 付玉蓉 梁佩思

康樂 郭雨婷 徐燕玲

聯絡 李蘭珠 葉鳳英

杜楊佩詩女士以 797 票當選家長校董；譚天敏女士以 106 票當選替代家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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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強項

正向教育
　　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沙利文博士 (MartiniSeligman) 提出，當我們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與美德，並加以有效
運用和發揮時，我們就會感受到正面的情緒，能建立美好及豐盛的生命。本年度，我校透過不同層面讓學生了解
24 種性格強項。

　　開學初，學生先選取一個自己認為最突顯的性格強項，把自己的相片貼上去。然後透過活動，老師或學生自
己發現突顯了其他性格強項時，可移動相片到新一個方塊。

　　除了早會及週會外，
學生還可透過老師的親身
經歷，了解如何運用不同
的性格強項。

　　24 項性格強項分別歸納於 6 項美德之內。

正向教育 

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沙利文博士(MartiniSeligman)提出，當我們了解自己的性格強項與美德，並加以有效運用和發揮時，

我們就會感受到正面的情緒，能建立美好及豐盛的生命。本年度，我校透過不同層面讓學生了解 24種性格強項。 

性格強項 

24項性格強項分別歸納於 6項美德之內。 

智慧與知識  勇氣  仁愛  正義  節制  超越自我  

創造力  勇敢  愛與被愛  公民感  寬恕  感恩  

好奇心  堅毅  仁慈  公正  謙遜  希望  

判斷力  真誠  社交智慧  領導力  審慎  幽默  

愛學習  幹勁    自我規範  信仰  

洞察力      
對美和卓越 

的欣賞  

 

 

(第一頁 上半部分) 

2



Morning Meeting

家長的話

　　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老師的教導和鼓勵外，家長的角色也絕不容輕視。為了營造正向的校園氛圍，課室張
貼滿家長們的一字一句，讓學生能被有温度的文字包圍。

　　在 Morning Meeting 中，班主任及主科科任老師會就不同主題與學生進行傾談及活動，一同探索及練習與人相
處的社交技巧，也培養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有機會了解其他同學的需要，學習如何關顧同學，並了解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運用不同的性格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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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閱讀

專題研習

訪問馮校長

繪本閱讀《我不只是白紙》延伸創作活動

班際競技比賽

觀察生態球

製作啫喱 學習英語拼音

彩園分校小一學習生活：
英文 PLPRW、綜合課、科學科

　　彩園分校有兩位外籍老師：Miss T、Mr.Owen，每週上 PLPRW 課堂時會採用小組教學，除了教授日常生活的
英語單字外，還透過課堂活動來增加運用英語的機會，例如：啫喱製作、故事閱讀等。

　　學校於綜合課舉辦跨學科活動，包括：參觀學校、訪問、班際競技比賽、專題研習等，藉此發展學生的各項
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營造正向環境，讓學生享受學習的樂趣。

　　以英文教授的科學科，老師和同
學會在課堂上進行小實驗，從小啟迪
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探索世界。

英文PLPRW

綜合課

科學科

我們來到馬小已一學期了，
平日的學習生活是怎樣的？

一起來看看吧！

彩園分校的學習生活多姿多彩，
全面培育社會未來的領袖！

4



訪問馮校長

　　本校男子足球隊於 10 月 10-21 日參加全港小學
校際五人足球比賽，經過多場激烈比賽後，在 205 隊
中取得優異獎。

6C 麥子言球技清湛，與隊友上下一心，爭取佳績 眾隊員專心聆聽指示，戰術發揮得宜，
多次造成威脅

男子足球隊過關斬將，在 205 隊中取得優異獎。

感謝家長的支持、校長的勉勵及王奇主任的教導

6C 盧莉莉 ( 左 ) 及施子妍 ( 右 ) 表現出色，

於本屆賽事同樣取得 4 個入球

男女子隊員及老師合照

　　本校男女子足球隊分別於 11 月 5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間，
參加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賽，兩隊隊員表現優異，男子隊獲
得亞軍，女子隊勇奪冠軍。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亞軍

6A 蘇俊堯 6B 陳梓晞 6B 顏熙言 
6C 麥子言 6C 黃宏逸 5A 童尉展 
5B 林志彥 5D 黃湛宇 5D 林家恒 
5E 黃畯廷 5F ABDUL 4C 歐陽煌 
4D 王梓銘 4G 李肯森 3C 覃胤喬
3C 楊子奡 3E 許嘉睿 3F 馬晟軒

女子組 冠軍
6C 盧莉莉 6C 施子妍 6C 蘇毅盈 
5A 鄭雅琳 5A 黃遠怡 5B 施子溏 

5E 盧梓晴 4A 陳雅雪 

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優異獎

6A 蘇俊堯 6B 陳梓晞 6B 顏熙言
6C 麥子言 6C 黃宏逸 6A 童尉展 
5E 黃湛宇 5D 林家恒 5E 黃畯廷 

5F ABDUL

北區校際小學足球比賽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5



聯校運動會

6D 黃琬詩勇奪女甲 60 米飛人

5A 童尉展力壓群雄，

於男乙 60 米奪金

年紀小小的 3F 馬晟軒初次挑戰

男丙 100 米即取得冠軍

由 60 米冠軍 5A 童尉展、100 米亞軍
5D 黃湛宇及 200 米亞軍 5F 黃畯廷共同

領軍，在 4×100 米接力中取得亞軍

比賽完畢，眾師生來一個大合照，來年繼續努力爭取佳績

女子甲組隊員同心協力，以 3 冠 1 亞 1 殿勇奪該組別全場總冠軍

4D 周芷瑤取得女丙 100 米冠軍後，與隊員合力在 4×100 米接力中取得季軍

本校田徑隊於 10 月 25 日參加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勇奪女子甲組團體冠軍，並獲得 7 項冠軍、6 項亞軍、4 項
季軍及 2 項殿軍。運動員表現出色，感謝家長的支持，校
長的勉勵，全體老師及職工的協助。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獲獎學生

男甲

60米 季軍 9.08 秒 6A	郭晋希

200 米 冠軍 28.42 秒 6C	麥子言

擲壘球 殿軍 28.85 米 6C	黃宏逸

4×100 米 季軍 59.213 秒
6A 郭晋希、6A岑俊羲、6B	陳			炬
6C 麥子言、6C	黃宏逸、6D朱彬豪

女甲

60米 冠軍 9.503 秒 6D 黃琬詩

100 米 殿軍 15.52 秒 5C 陳泳怡

200 米 亞軍 32.583 秒 6C 盧莉莉

跳高 冠軍 1.19 米 6D 徐靖嵐

4X100 米 冠軍 62.263 秒
6C 盧莉莉、6C蘇毅盈、6D林詩敏
6D黃琬詩、6D徐靖嵐、5A陳泳怡

男乙

60米 冠軍 9.462 秒 5A 童尉展

100 米 亞軍 15.515 秒 5D 黃湛宇

200 米 亞軍 34.355 秒 5F 黃畯廷

4X100 米 亞軍 65.001 秒
5A 童尉展、5B 林志彥、5C歐卓軒
5C 嚴梓朗、5D黃湛宇、5E 黃畯廷

女乙

200 米 亞軍 36.03 秒 5E 盧梓晴

200 米 季軍 36.07 秒 4C 張紫玲

擲壘球 亞軍 19.64 米 4A 陳雅雪

男丙 100 米 冠軍 15.749 秒 3F 馬晟軒

女丙

100 米 冠軍 16.486 秒 4D 周芷瑤

4X100 米 季軍 70.87 秒
4C 姚玫朵、4D周芷瑤、4F 莊芷瞳

3C 胡奕菲、3D曾煜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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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黃宏逸於擲壘球項目中取得殿軍

6C 麥子言連續兩年於該組別 200 米中奪金，並挑戰跳遠項
目獲得季軍；同時男甲 4×100 米得到殿軍

繼上年度校際比賽中奪得亞軍。

本年度 6D 徐靖嵐再戰跳高獲得亞軍

4C 張紫玲同時奪得女乙 200 米亞軍及跳遠季軍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獲獎學生

男甲

200 米 冠軍 28.27 秒 6C 麥子言

跳遠 季軍 4.21 米 6C 麥子言

擲壘球 殿軍 42.16 米 6C 黃宏逸

4×100 米 殿軍 56.47 秒
6A 郭晋希、6A 岑俊羲、6B 陳   炬
6C 麥子言、6C 黃宏逸、6D 朱彬豪

團體成績第五名

女甲 跳高 亞軍 1.18 米 6D 徐靖嵐 

女乙

200 米 亞軍 33.74 秒 4C 張紫玲

跳遠 季軍 3.32 米 4C 張紫玲

團體成績第七名

　　本校運動員於 12 月 5、6 日參加 2019-2020 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
徑比賽，奪得 1 項冠軍、2 項亞軍、2 項季軍及 2 項殿軍。

6C 麥子言連續兩年奪得 200 米冠軍

6D 徐靖嵐更上一層樓，

取得女甲跳高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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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大使培訓班

四格漫畫創作工作坊

視藝科活動

幼稚園訪校活動

　　本年度，我們挑選了二十位同學參與藝術大使培訓班，透過不同類型的創作活動，以發展他們的多元智能。

　　本校於九月七日、十一、十二及十六日開放了校園，舉辦了「小一選校多面體」講座，讓區內的幼稚園學生和

家長可在選小學前，初步了解選校策略。除家長講座外，當天學生有機會參加不同類別的課堂活動，學生和家長
可參觀校園及欣賞表演。細看他們的投入程度，相信他們的活動和參觀也很充實呢！

　　為提高學生的創作及繪畫技巧，我們參加了由電影、報刋及物
品管理辦事處主辦，由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Ｍ 21 媒體空間協辦的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9/20」，主辦機構為我們安排了專業
插畫師到校舉行工作坊，同學們都表現得十分投入，希望他們能創
作出理想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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