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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有你 馮育意校長

東華三院戊戍年董事局巡校

　　時間過得很快，猶記得去年這一段時間，大家仍為著新校舍能否如期落成而擔憂，那份忐忑，那份期待，仍歷歷在目。

轉眼間，一年就要結束了。在這一年裏，我耕耘着、感動着；新校的落成，讓我在人生的路上添上異彩，更令我平凡的教

學生涯變得特別不平凡。過去一年，灑下的汗水，付出的心血，讓我迎來了一份其他人感受不到的收穫。能夠擁有這收穫，

就是全賴有你們。

　　我要感謝我們一支強而有力的教職員團隊，感謝大家在改變的路上，默默支持，無計較的付出。當新校落成，設備還

沒有完善之際，感謝大家彼此包容。由 27 班驟然增加班數至 36 班，整個教師團隊由 54 人增加至 67 人，學校就是靠著大

家上下一心，得以順利過渡，令學生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

　　我要感謝一直全面配合學校的家長，感謝每天不辭勞苦的義工們，無論天晴抑或風雨，寒冷抑或炎熱，都來到學校照

顧學生上下課、說故事、整理圖書館、組織及帶領活動。沒有你們的付出，在這個偌大的校園，老師們就更辛苦了！為著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令學校能全面於三年級推行電子教學，家長們全力配合，為學生購買平板電腦。這份信任和支持，

為我們增添無限的動力，能將心力全情投入於課程與教學的設計上。學校發展的路上，不免有荊棘，能一一越過，少不了

的就是來自家長們全力支持的力量。

　　我更要感謝我千多名的學生，感謝你們這一年隨著多項的轉變，萌發無窮的動力，慢慢地適應起來。轉變會帶來挑戰，

轉變也催促人成長；從彩園遷校至清河，上下課路徑改變了；校園的擴大，班數的增加，將我和孩子們的距離拉遠了，可

就是這種轉變，讓我更清楚地看到孩子們的應變力，以及那一份熱情。開幕禮的各項表演上，孩子們那份才華；接待嘉賓時，

那份自信，讓我更深信：只要我們善用機會，挑戰就可變成機遇，讓孩子們所得的經歷也變得不一樣。

　　我的工作原來就像一杯清茶，沒有豔麗的色澤和醇厚的味道，可是過去的一個年頭，匆匆歲月，卻讓我有著不平凡的

經歷，讓我細味品嘗，讓我回味無窮。這一年的經歷，值得我珍惜和回憶，因為同途有你！

　　2018 年 5 月 29 日，東華三院戊戍年董事局成員到訪我校，以了解學校在遷校後的運作情況。在歡迎嘉賓的典禮上，

學生表達了搬進新校後的心聲，花式跳繩隊和管樂隊也作出了精彩的表演。除此以外，董事局成員也巡視了學校的各項設

施。相信此行可讓董事局成員對我校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平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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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學習交流團

花式跳繩表演 臨別依依，交換禮物

認識杭州的物產及畫扇子與友校學生上課後，  
進行匯報

一起午膳

mBot 車足球比賽

與杭州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師生合照

境外交流

同學感言

　　本校於 5月 17 至 20 日舉行了杭州學習交流團，校長及師生一行 44 人到本校的姊妹學校—杭

州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參觀及進行課外活動切磋交流。到訪杭州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當天，本校

學生與友校學生共同上課、午膳與小息，體驗當地的學校生活。本校數碼特工隊隊員攜帶了mBot 車及

iPad 到當地，與友校學生以mBot 車進行足球比賽。花式跳繩校隊隊員則表演了花式跳繩。是次學習交

流團擴闊了學生的視野，而學生於旅程中亦展示了其友善有禮、獨立的一面，實在是一次寶貴的經歷。

6D文雅穎

在杭師附小，我認識了一些小夥伴。雖然我們才

相處了一天，但已令我很難忘，我十分捨不得他

們。杭州的景點也令我留戀，「上有天堂，下有

蘇杭」杭州的風景真是名副其實的美。

5C黃德龍

在杭州這四天的學習交流讓我受益不少。不論是

與杭師附小學生的交流，還是遊覽杭州都讓我大

開眼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的同學熱情洋

溢，非常活潑。同學跟我們介紹了校園不同的設

施，例如：操場、課室、禮堂等。這次杭州之旅

令我印象深刻，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

5D蘇梓善

我學會了生活自理和與人相處的技巧。到訪杭師

附小的時候，我不但認識了當地小學的特點，也

結交到許多朋友。我知道我成長了。

上體育課

贈送紀念品

4854 救世軍 - 英文寫字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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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及威遠炮臺，學習虎門銷煙與鴉片戰爭的歷史

同學們參訪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加深
瞭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

到訪三角鎮蟠龍小學及三角鎮中山小學，彼此交流，互相學習

東莞之旅

東華文化開平交流

　　本校參加「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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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他們有機會探索孫先生的奮鬥歷程、改

革理想及對國家的貢獻。另外，透過「虎門銷煙」歷史事件，同學們可學習到保家衛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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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於小學全面推展的院本德育課程，本校老師在本年度 3月 9

至 10 日前往開平、新會及江門進行兩天考察，遊覽自力村碉樓群、金

牛山義塚、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等地，親身感受東華三院當年為海外華

人提供原籍安葬服務的歷史，進一步認識東華三院原籍安葬服務的歷史

及華僑文化，實地了解昔日東華三院對亡者的關顧及華人落葉歸根的傳

統觀念。

老師感言：

　　經歷短短兩天的開平文化遊蹤後，除了增加對東華三院源起及發展的了解外，更加令我深刻的是

從每一個文物建築及文獻檔案中，都可看出東華三院為保存香港的歷史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及貢獻，期

望能在往後的日子，透過任教德公科，老師們能將此程所學，回饋到日後的教學當中，令東華的文化

及精神得以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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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校長老師到訪

鄭州交流

甘肅省學校團隊四月中到訪我校，在兩天的訪校活動中，

團隊除了觀看師生上課的情況外，也參觀了學校的各項設

施和興趣小組的活動情況。此次活動加強了兩地教師的相

互了解，希望將來兩地還有更多專業交流的機會。

四月下旬，鄭州姊妹學校來到我校與師生進

行教與學的交流活動。只半天的相處時間，

我們的學生與鄭州大學實驗小學的學生已成

為了好夥伴。

中港學校交流活動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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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家教會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言語教材分享

　　家長教師會第五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聚餐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 星期五 ) 順利舉行，我們

很榮幸邀請了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梁東榮校長及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吳羨君校長蒞臨主

禮，家長教師會執委們在當日準備了豐富的親子遊戲和獎品抽獎，看見各位老師、家長及同學玩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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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言語治療堂外，學校早前舉辦的言語家長講座，也鼓勵家長可善用坊間一些免費的電腦軟

件及流動應用程式 (apps) 改善學生的語言能力，以下教材既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亦提供學生練習

說話的機會。

1.	發音方面：

	 •咬字正確快‧易‧通　趕走「懶音」好輕鬆	( 電腦軟件 )

	 •精靈小耳朵粵語語音辨別訓練	(apps)

2.	語言方面：

	 •聽說讀寫小奇兵	(apps)

	 •輕鬆教、輕鬆學	-	聽說讀寫教學策略資源套	( 電腦軟件 )

	 •輕鬆說故事，靈活說句子	( 電腦軟件 )

	 •學好理解與表達	( 電腦軟件 )

	 •理解策略學得快　輕鬆閱讀無疆界	( 電腦軟件 )

　　以上電腦軟件可在香港教育城（https://www.hkedcity.net）免費下載，而 apps 也是免費的。使用電

腦軟件及流動應用程式時，家長可在適當的時候從旁協助，給予提示或回應。希望大家多練習說話吧！

家長教師會消息

言語治療師		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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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在 2018 年的 3 月 4 日至 7 日，馮育意校長、雷韻悠主

任及尹敬文主任參加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與本院其餘 12 間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們到新加坡瞭解

當地學校發展 STEM 教育的情況。他們探訪了 Rulang	Primary	

School 及 Yu	Neng	Primary	School，亦參觀了「新加坡科學中

心」及「新生水展覽館」等科普機構。

　　我們在 2018 年的 4月 16及 17日舉行了第一次的班際中、英文寫作比賽，而這兩天各班代表都用心地寫作，期望能在比賽中取勝，

以下是這次比賽的得獎名單及活動花絮：

　　本年度的下學期，我們已舉行了兩次的自主學習活動，一次在三月舉行，主題為「飛行器」(P.1-4)	及「原來有理之電器插頭」

(P.5-6)；另一次在五月舉行，主題為「香港常見的植物」(P.1-4)	及「香港常見的有毒植物」(P.5-6)。學生踴躍參與，而表現令老師們

非常滿意，充分體現了他們的自學能力呢！

(一)校長及教師交流活動

(二)班際中、英文寫作比賽

(三)自主學習活動

級別 中文科 英文科

冠軍 亞軍 季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 解宇萌 1H衛馨儀 1B 楊子奡 1E 鍾鳴 1A胡嘉家 1B 朱俊龍

二年級 2F 駱承昊 2G王洛熙 2C 黃詠灆 2B 張峻瑜 2D鄺世峻 2D鄧子煥

三年級 3D蘇琪珊 3E 曾　福 3B 邱慧瑜 3D董紫盈 3C 黃穎桐 3E 李念慈

四年級 4D趙瑞麒 4B 簡慧欣 4B 卓雅彤 4D李珀霆 4B 方詩妍 4D徐靖嵐

五年級 5D李祉瑤 5D楊書萱 5E 吳佳媛 5C 黃家耀 5D蘇梓善 5D王苑廷

六年級 6D林志華 6C 任倩儀 6D黃啟明 6A歐卓琳 6E 李錦源 6C 羅梓聰

全體東華三院小學校長在 Yu	Neng	
Primary	School 留影

新加坡著名景點—

濱海灣花園

參觀 Yu	Neng	Primary	School參觀「新生水展覽館」

學生在「寫作比賽」中非常專注、用心地創作呢！

自主學習活動的佳作 我們校園常見的植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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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 STEM 校本課程在各級順利展開，學生在課堂

內外都多了動手製作和設計用品的機會。其中一年級和

二年級分別製作了燈籠和指南針，而三年級和六年級則

設計了保冷瓶和水火箭。這些活動既豐富了課堂的延伸

學習，也提升了學生對創作的興趣。

　　以下是部份活動的花絮 :

(三)STEM校本課程

(四)STEM校外活動和比賽

這是我們設計的小燈籠，考慮了物料的透光特性。

為甚麼指南針無論轉多少次，
指向都不變呢？真有趣 !

我們正分享「超聲音測距帽」
如何便利盲人的生活。

在製作滑翔機前，我們先來張合照。

師生一起討論如何裝嵌太陽能車。

我正選擇合適的材料，
準備製作保冷瓶。

量量溫度的變化，看誰的  
保冷瓶最能有效。

六年級的學生正為水火箭
加上定風翼。

比賽項目 獲得的獎項

B³	STEM	Challenge	2018 最佳團隊合作獎
優異獎

粵港澳．中小學精英校際 STEM智能家居創作大賽 2018 優異獎

伯盚盃—滑翔機設計比賽 一等獎

STEM科學實驗教室：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傑出表現獎

　　在課堂以外，學生積極參與了不同的 STEM相關活動，嘗試將學習到的知識運用，並且進一步實踐。當中包括：

學生正在向評審展示「茶包
天燈」的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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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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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賽區 ) 初賽

一等獎
3D林志遠 4D黃耀衡 4D朱彬豪 5D陳均越 5D榮晨陽熙

5D房鈺清 5F 葉哲涵 6D鄺展鋒 6D陳天胤 6D鄺展陞

二等獎

2D巫文迪 3A鄧力凡 3D廖海澄 3D黃曼媛 4D趙瑞麒

4D黃景聰 4D歐欣彤 4D孫棨祥 4D徐靖嵐 4D朱彥鳴

4D傅嘉琳 5D楊書萱 5D董圳培 5D戴鈺軒 6D黃詠芝

6D黃啟明 6D杜世偉

三等獎

3B 李卓民 3D劉予蘅 3D歐承熹 3D吳子毅 4D歐星悅

4D白玉涵 4D何其武 4D郭建霆 4D郭思敏 4D黃思錡

5D楊卓廷 5D杜世堅 5D陳曼榕 5D廖思宥 5D歐陽余豐

6D池重謙 6D黃銘渝 6D洪綾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 香港賽區 ) 晉級賽

特等獎 6D鄺展鋒

一等獎 5D房鈺清 5D榮晨陽熙 5D陳均越 6D鄺展陞 6D陳天胤

二等獎
3D劉予蘅 3D林志遠 3D廖海澄 4D黃耀衡 4D孫棨祥

4D歐欣彤 4D朱彬豪 4D黃景聰 5D董圳培 5F 葉哲涵

三等獎

3A鄧力凡 3B 李卓民 3D黃曼媛 3D吳子毅 4D黃思錡

4D趙瑞麒 4D白玉涵 4D何其武 4D朱彥鳴 5D歐陽余豐

5D楊書萱 5D楊卓廷 5D戴鈺軒 5D廖思宥 5D陳曼榕

5D杜世堅 6D杜世偉 6D池重謙 6D黃詠芝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總決賽

一等獎 6D鄺展鋒 6D鄺展陞 5D房鈺清 5D榮晨陽熙 5F 葉哲涵

二等獎
4D黃耀衡 4D歐欣彤 4D朱彬豪 4D黃景聰 4D孫棨祥

5D陳均越 5D董圳培 6D陳天胤

三等獎

3B 李卓民 3D劉予蘅 3D黃曼媛 4D朱彥鳴 4D何其武

4D白玉涵 5D陳曼榕 5D杜世堅 5D楊書萱 5D廖思宥

5D戴鈺軒 6D杜世偉 6D黃詠芝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
(AIMO)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2D邵智鵬 2D鄧子煥 2D王梓銘 2D江樂承 2D巫文迪

3D劉予蘅 5D陳均越 5D房鈺清 5D榮晨陽熙 5F 葉哲涵

6D鄺展鋒

銀獎

2D鄺世峻 2D黃焯民 2D邱添 2D歐鎧瑋 3B 李卓民

3D廖海澄 4D歐欣彤 4D朱彬豪 4D徐靖嵐 4D趙瑞麒

4D黃耀衡 5D董圳培 5D楊書萱 5D王苑廷 6D陳天胤

6D池重謙 6D李卓玥 6D洪綾

銅獎

2A馬禹涵 2D施陳莘平 2D陳柏丞 2F 余振希 3A鄧力凡

3D陳煜錡 3D張喬惠 3D歐承熹 3D吳子毅 3D黃曼媛

4D傅嘉琳 4D白玉涵 4D黃景聰 4D郭建霆 4D歐星悅

4D謝銘 5D戴鈺軒 5D杜世堅 5D楊卓廷 5D廖思宥

5D陳曼榕 6D杜世偉 6D鄺展陞 6D黃啟明 6D黃詠芝

二年級奧數參賽學生

三年級奧數參賽學生

四年級奧數參賽學生

數學傑出學生心聲分享
　　大家好 ! 我是 6D班鄺展鋒，我從三年級起參加學校的奧林匹克數學班，從中學習了很多不同的數學解題方法，這對我後來參加數學

競賽有莫大幫助。在此我很榮幸能與同學們分享一些對學習數學的心得。

　　首先，我平日在學校上數學課時會專心聽課，並認真完成家課。另外，我會在課餘時間做一些與數學相關的練習，從而溫故知新。

其次，我認為我們可以多做課本上的題目，用多角度思考，嘗試不同的方法來解題，這可鍛鍊我們的思維能力，讓自己面對題目時更靈活。

最後，我希望同學們和我一樣，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發現數學的樂趣，喜歡數學。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一等獎

全港數學大激鬥	2018 金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 初賽一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晉級賽特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2018 總決賽一等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金獎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晉級賽銀獎

2017-2018 年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北區 )	銅獎

鄺展鋒同學部分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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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奧數參賽學生

六年級奧數參賽學生

北區聯網英文閱讀計劃
　　「東華三院北區學校聯網英文閱讀大使計劃」是由五間在北區的東華三院學校聯合組成。五間學校包括甲寅年總理中學、李嘉誠中

學、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馬錦燦紀念小學及徐展堂幼稚園。

　　今年，由 Story	Jungle	Education	Centre	School	主持的培訓活動，以有趣的英語故事做基礎，讓兩所小學及兩所中學的學生透過聯課

活動，互相教導、一起學習，掌握各種英文體裁的特色，並以生動有趣的手法創作，同學的作品均相當出色。此外，Story	Jungle 導師亦

為幼稚園的家長舉辦了工作坊，讓家長認識運用繪本故事培養幼兒閱讀及增進英語知識。我們已於 6月 30日舉行成果分享會，以話劇形

式展示學習成果。

比賽名稱
獲取 
獎項

獲獎學生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香港賽區晉級賽

金獎 4D歐欣彤 5D榮晨陽熙 5D陳均越 5D房鈺清 5D杜世堅

銀獎
3D黃曼媛 4D黃耀衡 5D王苑廷 5F 葉哲涵 6D陳天胤

6D鄺展陞 6D鄺展鋒 6D黃詠芝

銅獎
4D朱彬豪 4D徐靖嵐 5D戴鈺軒 5D董圳培 5D陳曼榕

5D楊書萱 6D洪綾 6D杜世偉 6D池重謙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小二決賽

銀獎 2D巫文迪 2D歐鎧瑋

銅獎 2F 余振希 2D施陳莘平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一等獎 6D鄺展鋒

二等獎 6D陳天胤 6D杜世偉

三等獎
6D黃詠芝 6D黃銘渝 6D李卓玥 6D池重謙 6D鄺展陞

6D洪綾 6D黃啟明

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 小二至小六組 )

金獎 2D邵智鵬 5D榮晨陽熙

銀獎
2D王梓銘 2D巫文迪 2D鄧子煥 5D房鈺清 5D陳均越

5F 葉哲涵 6D陳天胤

銅獎

2A馬禹涵 2B 周葆宜 2D蔡佳訊 2D邱添 2D周芷瑤

2D江樂承 2D陳柏丞 2D歐鎧瑋 3D林志遠 3D張喬惠

3D廖海澄 4D孫棨祥 4D黃耀衡 5D王苑廷 5D董圳培

6D池重謙 6D黃詠芝 6D黃銘渝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北區 )

數學 
急轉彎
( 季軍 )

6D 鄺展鋒 6D鄺展陞 6D杜世偉

銅獎 6D鄺展鋒 6D鄺展陞 6D杜世偉

優良 
獎狀

6D池重謙 6D李卓玥 6D吳子瑶 6D洪綾 6D黃銘渝

6D黃啟明 6D黃詠芝 6D蕭穎枝 6D胡倩茹

全港數學大激鬥	

冠軍 2D邵智鵬

金獎 2D王梓銘 5D房鈺清 6D鄺展鋒

銀獎 3D劉予蘅 5D陳均越 5F 葉哲涵 6D陳天胤 6D鄺展陞

銅獎
2D蔡佳訊 2D施陳莘平 3D林志遠 3D廖海澄 3D張喬惠

4D黃耀衡 5D杜世堅 6D杜世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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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佳作共賞

　　十月七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秋高氣爽、天氣晴朗的一天，媽
媽一大早就叫醒我和姐姐，說今天要帶我們
到郊野公園野餐，我聽後興奮得跳起來。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就把餐布鋪好，姐
姐就馬上拿出香腸、雞翅膀、蘋果……我垂
涎欲滴，吃得津津有味。
　　我們看到有人在踢足球，有的在拍照，
還有的在放風箏，可真熱鬧啊！我和姐姐吃
完東西後，先做一些熱身運動，再把袋子裏
的繩子拿出來跳，我們邊跳邊看風景，看到
百花齊放，五彩繽紛的牡丹，就像一張張燦
爛的笑臉，綠油油的小草被風吹得搖來搖
去，像在跟我們打招呼，歡迎我們來到這個
公園。黃昏時，我們便要打道回府了，我和
姐姐已經把公園當作家一樣，不肯走，在媽
媽的勸告下，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今天真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啊！

　　我是一塊小橡皮，一直在文具店裏和同
伴們快樂地生活。上一個星期，一個温柔的
小朋友把我買下來了，成為了我的新主人，
我十分高興。
　　我穿着一件紫色的衣服，衣服上畫有一
個栩栩如生的公主。那個公主有着一頭金黃
色的頭髮，就如花兒一般美麗，也十分高
雅。
　　我，這塊可愛的小橡皮，不但外表好
看，也是小主人的好幫手。每當小主人寫錯
了字，我就會唸一個魔法，錯字一下子就消
失了。看！我多神奇啊！我每天刻苦地為主
人工作，主人也十分關心我，因此我感到十
分幸運！

　　有一天，我和姊姊到寵物店買了一隻可
愛的兔子回家。
　　那隻兔子有一身棕色的毛，有一對長長
的耳朵，有一雙像黑寶石般的眼睛，還有一
個三角形的鼻子。牠那短短的尾巴像一個乒
乓球，還有短短的四肢，樣子討人喜愛。
				肚子餓時，牠會咬籠子。當我給牠零食
時，牠就會乖乖地吃零食。當牠想睡覺時，
牠就會懶洋洋地躺著。有時候，我和姊姊在
看電視，牠就會好奇地東張西望。當牠高興
時，牠就會活躍地跳動著。
				牠喜歡吃兔糧，但只可早晚吃兔糧，其
他時間要吃乾草，有時候我也會給牠吃零
食，例如木瓜乾、草莓乾、蘋果乾……
				牠加入我們的家庭已一年多了，不知不
覺間，我們已建立了一份友誼，成了好朋
友。

　　去年二月份的時候，因為我考試的成
績很好，媽媽為了獎勵我，所以她帶我到
寵物店買了一隻可愛的小狗。牠是薩摩耶
犬。牠的名字叫旺財，因為自從買了牠之
後，我就變得十分幸運。牠有一雙像寶石
一樣的眼睛，四條又短又粗的腿，一身既
雪白又柔軟的毛，還有一個黑黑的鼻子。
　　牠最喜歡的玩具就是玩具球。每當我
做完功課後，我便會帶旺財到樓下的公園
散步和玩耍。我會把玩具球拋向遠方，旺
財便會快速地把球撿回來，像是在說：「主
人，我撿到玩具球了！」
　　牠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狗糧，牠每天
都要吃兩大碗狗糧才會飽，所以牠的身體
胖嘟嘟的，十分可愛。吃飯後，我就會幫
旺財洗澡。洗澡時，牠弄得整地都是水，
十分頑皮。洗澡後，牠就會乖乖地走到自
己的狗屋去睡覺了。
　　我希望旺財可以一直陪伴著我成長，
一定會好好珍惜牠的。　　在我五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我難忘的

事。
　　那天，我的表姐來到我家裏玩，我便拿出
我最心愛的皮球跟她一起玩。爺爺坐在旁邊，
看到我們玩得這麼高興，也忍不住過來一起
玩。媽媽走了過來，看到我們玩得其樂融融，
便放心去做飯了。過了一會兒，爺爺說他有點
頭痛，先回去睡覺，說完後，他便回房間去了。
只顧玩耍的我，其實並沒有發現爺爺回房間的
那一刻，是痛苦地捂住胸口的。
　　到了晚上，媽媽做好飯了。香噴噴的飯
菜，光是看就令人垂涎三尺，正當我快要拿起
筷子夾飯菜吃的時候，媽媽在廚房高聲地說了
一句：「別吃啊！你先把爺爺叫醒再吃吧！」
我心想：也是啊！於是，我便走到爺爺的房間
外，輕輕地敲了敲門，低聲地說：「爺爺，該
起牀吃飯啦！」等了一會兒，裏面沒有人回
應，我發現情況有點不對勁。於是，我小心翼
翼地打開了門，當我把門完全打開時，便發
現臉色蒼白的爺爺，正一動也不動地趴在冰冷
的地上。我被嚇得魂不附體，馬上把媽媽叫
來，她探了探爺爺的鼻子，發現他還有微弱的
呼吸，便立刻叫救護車過來，把他送到醫院急
救。
　　我很後悔，如果我早點去看一下，關心一
下爺爺，事情就一定不會這樣了。

　　人體有不同的器官，而我認為眼睛是
其中最重要的器官，但怎樣才能保護眼睛
呢？以下就是保護眼睛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常常看一些綠色的植物，
因為多看綠色的植物可以令睫狀肌放鬆，
從而令眼睛得到休息。
　　其次，我們要多吃對眼睛有益的食物，
例如豆製品、蛋類、菠菜、大白菜、胡蘿
蔔等，因為它們都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甲、
乙和丙，這些維生素能令眼睛健康。
　　此外，我們看書時，眼睛與書本要最
少保持三十厘米的距離，因為距離少於
三十厘米，會加重眼睛的負擔，還會引致
頸部和肩背肌肉的疲勞，而令頭部不自覺
地向前傾斜，長此下去就會導致視力下降。
　　最後，我們每看三十分鐘電視，便要
休息一會兒，因為電視有輻射，長時間看
電視會導致近視。
　　總括而言，眼睛對我們十分重要，所
以我們要好好保護它。

　　隨着科技的發展，現時智能手機已在香
港越來越普及。只要走到街上，便能看到大
量低着頭玩手機的市民，簡稱「低頭族」，
無論是青少年或是成年人，都「機不離手」。
那麼，智能手機的存在，究竟是好還是壞
呢？
				首先，智能手機能為我們解決難題。當
學習上遇到問題時，我們可以利用它上網查
找答案，不必翻查字典那麼麻煩。
				其次，智能手機還能為我們提供娛樂。
當我們遇到一本好書時，會恨不得在閒暇時
將它拿出來閱讀。但，一本沉甸甸的實體
書，無論帶到哪兒都是負擔，而現時，大量
書籍都能夠在許多的閱讀軟件上閱讀。因為
深受讀者歡迎的書籍，在網上都會有一定的
知名度。
				當然，過度使用智能手機會影響我們的
身體健康。長期低頭玩手機不僅會令我們的
手指和肩頸酸痛，還會影響視力，令我們看
東西時有殘影。
				同樣地，過度使用智能手機還會影響人
際關係。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承認和家人吃
飯時仍然「機不離手」，並且在社交上用文
字交流，造成現實生活中不懂跟別人溝通、
相處。
				總括而言，智能手機的好處多多，也大
大方便了我們的生活，但智能手機的壞處也
不少，只要我們懂得適當地使用它，它就能
「百利而無一害」了。

　　「對不起」，這一句簡單的話，對多數
人來說，都是難於啟齒的，即使這句話很常
用。當你做錯事，害怕被人責罵時，「對不
起」是難於啟齒的，而我，當然也做過錯事
了。
				記得上一個月，我們進行了小學生涯裏
最重要的一場考試—呈分試，然而我的
常識科考試成績卻未如理想，只有八十七
分！我看到成績後，嚇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
了，立即擦擦我雪亮的眼睛。不過，這並沒
有甚麼作用。驚訝的表情隨即一閃即逝，取
而替之的是一副失望而且內疚的表情。
				回到家裏後，我吞吞吐吐地把這一個壞
消息告訴媽媽，我低下了頭，不敢正視她的
眼睛，因為我知道，肯定又免不了一番批
評。怎知，媽媽只輕輕地責備了我，這像根
刺般刺進我的心裏，令我更內疚了。我沒有
在考試前努力溫習，本該要被懲罰的……
				不爭氣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鼻頭一酸，
眼淚竟不自主地流了下來。媽媽見狀，摟了
摟我，說道：「不要緊，下次再努力吧！」
我說：「對……對不起，媽媽。」她摸摸我
的頭，笑而不語。
				我如釋重負，心裏高興極了。雖然我失
去了高分，但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我以後在考試前一定
要努力溫習，才能取得好成績。

《日記一則》

《橡皮的自述》

《動物小檔案》

《動物小檔案》

《一件難忘的事情》

《保護眼睛的方法》

《智能手機的好處和壞處》

《難於啟齒的說話—

 對不起！》

3A陳		曦

3D林		萱

4B侯卓君

4D王靖雯

5D李祉瑤

5F趙曉琪

6B	馮柔珊

6D	李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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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訊

透過不同的閱讀活動，我們希望同學能享受閱讀的樂趣，並愛上閱讀。	

•「圓夢啟航」書展及新閱會「閱讀．分享」校園計劃的流動書架，擴闊了學生的閱讀面。

•4月 23 日「世界閱讀日」，作家到校分享創作歷程。同日 , 也進行了換書活動及書展。

•“Good	Book	Sharing	Competition”	and	“I	am	a	Book	Bucket	Filler”讓同學抒發閱讀英文書籍的感想。

•家長為一年級學生的伴讀 , 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閱讀活動多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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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佳績

5D 王雨桐及 6D 黃啟明晉身 5 強，代表本校競逐東華傑出學生獎！ ( 截稿前 ) 

本年有 20 位同學參加。本校學生於中文獎項共獲 29 項金獎、15 項銀獎及 14 項銅獎，而當中 6D 陳天胤、廖敏嫻及李卓玥

更獲三金佳績，得獎名單如下：

東華傑出學生獎2017/2018

第十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各項比賽

2017-2018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

初小組優異獎 3D歐承熹

高小組優異獎 6D黃啟明

3D 歐承熹

第十五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得獎學生

初小組「總冠軍」3C 黃穎桐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得獎學生

5D 郭宣辰、黃宇峰

6D 黃啟明

5D 王雨桐及 6D 黃啟明

班別 中文姓名 中文獎項 英文獎項 數學獎項
6A 郭萬鵬 金獎 銅獎 金獎
6B 夏　雪 銅獎 / 銀獎
6C 周恩駿 銅獎 金獎 銅獎
6C 何曉志 銀獎 銅獎 銅獎
6C 任倩儀 金獎 銀獎 銀獎
6D 陳天胤 金獎 金獎 金獎
6D 鄺展鋒 金獎 銀獎 金獎
6D 關嘉盛 銀獎 金獎 銅獎
6D 廖敏嫻 金獎 金獎 金獎
6D 李卓玥 金獎 金獎 金獎
6D 林志華 銅獎 金獎 銀獎
6D 蕭穎枝 金獎 金獎 銀獎
6D 杜世偉 銅獎 金獎 金獎
6D 黃啟明 金獎 金獎 銀獎
6D 黃銘渝 金獎 銀獎 金獎
6D 胡倩茹 金獎 金獎 銀獎
6D	 吳子瑶 銀獎 金獎 金獎
6E 陳　澄 銅獎 銅獎 銀獎
6E 李錦源 銀獎 銀獎 銅獎
6E 余詩琦 / 銅獎 銅獎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經典誦讀 (粵語 )初小組「總冠軍」 3C黃穎桐

小組優異獎 3C黃穎桐
4B 卓雅彤
5D王苑廷、王雨桐、黃宇峰
6D吳卓龍、洪凌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英文演說比賽優異獎	 5D 黃宇峰

普通話演講比賽優異獎 5D郭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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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及校外學習體驗

本校學生整體表現出色，當中 5D 李祉瑤獲中文組

特級優異獎。

中文作文比賽成績：

由童協基金會負責提供課程，導師以英語為教學語言教導學生繪

畫插畫及製作故事書的技巧。

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舉辦，旨在發掘在中國語文

方面表現優秀的資優學生。最後，6A 黃昊脫穎而出，獲得銅獎。

由明報及語常會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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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瑤瑤、3D 董紫盈、4D 趙瑞麒及 5D 王苑廷。

英文作文比賽成績：

第十三屆小學生現場中英文作文比賽

「我的故事創作」小學計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2017/18

小作家培訓計劃

五年級得獎學生

六年級得獎學生

小作家培訓計劃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特級優異獎 5D李祉瑤

優異獎 6A黃昊
5D陳均越

良好獎 6D梁沁怡、洪綾、黃銘渝、黃啟明
5D楊卓廷、董圳培、廖思宥、
　	歐陽余豐、鄧盈希

得獎項目 得獎學生

優異獎 6D	林志華、黃銘渝、黃啟明
5D王雨桐、王苑廷、房鈺清

良好獎 6A歐卓琳、黃少琼
6B 劉可妍
6D關嘉盛、李卓玥、洪　綾、
　	吳卓龍、駱家宏
5D黎承治、楊卓廷、李祉瑤

「我的故事創作」小學計劃

6A 黃昊

「我的故事創作」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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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運動員於 5 月 10 日參加東華三院聯校游泳比賽，奪得 9 項個人獎項，當中包括 3 項冠軍、1 項亞軍及 3 項季軍，當中

女乙李祉瑤一人取得兩個破紀錄獎。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大力支持及各位老師的協助。

本校運動員於 5 月 7 日參加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奪得 14 項個人獎項，

當中包括 4 項冠軍、1 項季軍，1 項殿軍，獲獎詳情見成績表。感謝校長的

勉勵，家長的大力支持及各位老師的協助。

東華三院聯校游泳比賽

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子甲組

50米蛙泳 季軍 49.02 6E	溫梓軒

100 米蛙泳 季軍 1:51.06 6E	溫梓軒

4x50 米
自由泳
接力

季軍 2:48.94
6B	吳俞鋒、6E 溫梓軒
5E	鄺耀堅、5E 游穎臻
5D	繆懷正、5F 黃致軒

團體總成績季軍

男子乙組
50米蝶泳 亞軍 36.71 5C	陳梓鑫

100 米蛙泳 冠軍 1:34.54 5C	陳梓鑫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
冠軍

44.03 
破紀錄

5D	李祉瑤

100 米蛙泳
冠軍

1:36.60 
破紀錄

5D	李祉瑤

50 米蝶泳 季軍 53.06 5D	鄧盈希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3:02.75
5B 官詠晞、5D鄧盈希	
5D 李祉瑤、5D徐依琪
5E 王焯嘉、5F 梁珮甄 

團體總成績季軍

女乙 5D 李祉瑤以破大會紀錄成績蟬聯 50 米蛙泳冠軍及
首奪 100 米蛙泳冠軍

5D 鄧盈希取得女乙 50 米蝶泳季軍

男乙 5C 陳梓鑫除了取得 100 米蛙泳冠軍外，
還取得 50 米蝶泳亞軍

男甲 6E 溫梓軒取得 50 米蛙泳季軍

三位運動員脫穎而出，分別獲得
4 冠 1 季 1 殿共六項個人獎項

游泳隊人強馬壯，今年分別取得男甲及
女乙兩個組別團體總成績季軍

男甲於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取得季軍

女乙於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取得亞軍

本校游泳隊努力訓練，漸見佳績

組別 項目 獎項 成績 運動員

男子甲組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殿軍 3:35.44
5B 劉宜朗、5D繆懷正
5F 黃致軒、6D吳卓龍

4x50 米
四式接力

季軍 3:20.85
5E 鄺耀堅、5E 游穎臻
6B 吳俞鋒、6E 溫梓軒

團體總成績季軍

男子乙組
100 米蛙泳 冠軍 1:33.75 5C	陳梓鑫

50 米蝶泳 冠軍 37.06 5C	陳梓鑫

女子乙組

50米蛙泳 冠軍 43.90 5D	李祉瑤

100 米蛙泳 冠軍 1:36.07 5D	李祉瑤

100 米蛙泳 殿軍 1:48.57 5D	鄧盈希

50 米背泳 季軍 48.80 5D	鄧盈希

團體總成績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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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比賽項目 得獎學生 名次

A. 粵語獨誦成績 小學六年級粵語散文獨誦 6D文雅穎 亞軍

B. 普通話獨誦成績 小學三、四年級普通話
詩詞獨誦

4D徐靖嵐 季軍

小學五、六年級普
通話散文獨誦

5D王苑廷 季軍

C. 英詩獨誦成績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4	Boys

4D 郭建霆 亞軍

4D李珀霆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Girls

1H 黎靜延 季軍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5,	Boys		

5A 楊俊熙 季軍

5D黃宇峰 季軍

5D榮晨陽熙 季軍

5D杜世堅 季軍

個人中文獨誦共 45 項優良獎 及 11 項良獎，而中文集誦 1 項優良獎；英文獨誦方面則獲 52 項優良獎 1 項良好獎，英文集誦

獲 1 項優良獎。

小學五年級粵語詩詞獨誦  5D 王苑廷

小學五、六年級普通話散文獨誦  5D 王雨桐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賽事成績

冠軍獎項

亞軍及季軍獎項

本年度參加首個跳繩比賽即取得多項優異成績，為學生打下了強心針，
於日後的比賽中愈戰愈勇，憑著更好的表現再奪佳績。

跳繩隊於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合照

跳繩隊於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8 取得團體總成績優異獎 ( 第五名 )

6D 杜世偉贏得高小組朋友跳冠軍 3C 陳懿柔、2B 周葆宜及 3D 歐承熹分別奪得
該組別的親子朋友跳亞軍、季軍及殿軍

6A黃芷瑤、5B黃雪敏、5C黃德龍、5D杜世堅、
楊書萱、徐依琪取得 2 分鐘 6 人大繩季軍

本校跳繩運動員於本年度已參加三個

大型比賽，每次皆取得多項優異成

績。感謝校長的勉勵，家長的支持，

全體老師、教練及職工的協助。

花式跳繩 比賽名稱 日期 參賽成績

2017-2018 年度香港
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
暨分級賽—元朗盃

25-11-2017
約 30	人參賽，除了獲得男子甲組團體成績季軍及男子組總成
績第四名外，還分別獲得 1項亞軍、3項季軍及多項第五至第
八名獎項。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8

22-4-2018
約 50 名學生參賽，除了獲得女子組總成績殿軍外，還分別獲
得 10項個人賽冠軍、15項個人賽亞軍、8項個人賽季軍、2
項小組賽殿軍及 4項個人賽殿軍等佳績。

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
2018

29-4-2018

約 20名學生參賽，除了獲得團體總成績優異獎 (第五名 )外，
還分別獲得女子甲組個人花式冠軍及亞軍、男子乙組個人花
式殿軍、其他項目 2項冠軍、3項亞軍、5項季軍及 3項殿軍
等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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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東華三院頒發獎項

獎項類別 獎項 獲獎

個人獎項 陳耀莊獎學金 ( 音樂 )	 5D	黃宇峰

本校於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賽事中獲 1 項榮譽獎、46 項優良獎及 18 項良好獎；團體項目方面則獲 11 項優良獎及 7

項良好獎。

高音直笛獨奏　5D 徐依琪 5D 王苑廷 6D 黃啟明

直笛小組     

五級鋼琴獨奏　4A 蘇欣怡

高音直笛獨奏　5C 藍惠琪 5D 李祉瑤 6D 涂栩志

直笛二重奏　　5C 藍惠琪 5D 黃宇峰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賽事成績

冠軍獎項

亞軍獎項

季軍獎項

5C	藍惠琪

5D	李祉瑤 5D	黃宇峰

6D	吳卓龍

6D	涂栩志

直笛小組：	5D黃宇峰、6D黃銘渝、6B劉可妍、6D黃啟明、6D吳卓龍、
5D 陳曼榕、6D 彭曉晴、6D 文雅穎、6D 涂栩志、6B 周倩宜

節奏樂
節奏樂

獎項類別 獎項

學校獎項
東華三院最佳樂器團體成績 
最佳樂器獨奏成績獎

節奏樂隊 ( 初級組 ) 香港敲擊樂中心盃

直笛二重奏　　柏斯音樂獎　5D 李祉瑤、徐依琪   

高音直笛獨奏　柏斯音樂獎　5D 黃宇峰          

高音直笛獨奏　柏斯音樂獎　6D 吳卓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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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發展

社會活動 - 健力士紀錄大全弦樂團

聯校合唱團 元朗區青少年鋼琴比賽

未來樂團的發展也將會為其他團隊包括敲擊小組合奏及節奏樂隊累積更多校外比賽及演出經驗，同時繼續表揚表

現突出的同學。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見證下，本校 6 位低音大提琴同學被挑選參加破健

力士紀錄大全弦樂團演奏活動，加上當天由小提琴家姚玨女士帶領演奏，

合共有 1021 名提琴手於沙田馬場合奏一曲獅子山下。

本校 5 位二年級同學參加了東華三院聯校合唱

團，於 12 月前往尖沙咀 1881 廣場唱聖誕歌，

也參加了 23/3 及 24/3 於粉嶺浸會園舉辦的兩

日一夜體驗音樂營，更於聯校畢業禮中參加唱

歌表演活動。

2F 曹婧怡

2D 蘇梓澄、伍家譽、安芝漪

2B 何思均

本校推薦 5D 顏子翔參加元朗區青少年鋼琴比賽，獲銅獎成績

cello

聯校合唱團

5D	顏子翔

樂團活動
樂團賽事

獎項類別 獎項 獲獎

青年音樂匯演 小學管樂團中級組 銀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弦樂團 銀獎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管樂團 銀獎

藝韻盃 西樂小組 ( 弦樂小組 ) 一等獎

藝韻盃 西樂小組 ( 木管樂小組 ) 一等獎

藝韻盃 民族聲樂獨唱
第一名		
5D	黃宇峰

木管小組合奏

青年音樂匯演銀獎 管樂團

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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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我校榮獲「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2017，得到季軍，獲「綠得開心」獎學金港幣二千元，並撰文於文匯報刊登。

( 二 ) 我校獲邀參與「第十五屆環保嘉年華 2018」，其設計的環保遊戲攤位得到「最喜愛攤位佈置大獎」，其舞台表演，亦

獲頒發嘉許狀。

( 一 ) 推行利是封回收活動，共收到 4010 個，由家教會義工送去領展

屬下的商場。

( 二 ) 環保工作坊

A.	空氣污染知多少 B. 以廢棄的塑膠瓶蓋製作馬賽克

甲. 環保佳績

乙. 環保活動多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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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提倡惜食減廢文化

( 三 ) 塑膠分類回收箱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低年級冠軍	3E 繆珈晞 高年級冠軍	4D 黃琬詩	

年級 A B C D E F G H I

一
韓玟瑄

( 低年級季軍 )
李洛瑤 劉俊豪 馬晟軒 黃智謙 張芷媛 陳卓瑩 母菁雲 吳芊緹

二 葉瑞霖 李峻希 李天瑜 施陳莘平 呂珈毅 簡立德 張文宇

三 鍾健兒 黃濼婷 張軒宇
盧果

( 低年級亞軍 )
繆珈晞

( 低年級冠軍 )
陳泳怡

四 劉泳希
卓雅彤
劉霏廷

景思萌
黃琬詩

( 高年級冠軍 )

五 文菀琳 林蔚 劉如欣 李梓瑶
王焯嘉

( 高年級季軍 )

六 蘇子峯 周倩宜 陳泳雅
梁沁怡

( 高年級	亞軍 )
朱子健

A.「惜食之星」選舉 C. 競逐「惜食班王」

D. 自備水樽及餐具，爭奪環保卓越大獎

得獎班別 1C	2G	3C	4B	5B	6D

得獎班別 1F	2A	3A	4A	5A	6D

B. 惜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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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燦 ‧ 小記─新校設施面面觀
　　不知不覺，我們已遷進新校舍差不多一個學年了，大家對新校舍有甚麼感受呢？最喜歡新校哪個地方或設施？我們於 6 月中做了一

次問卷調查，共發出了 1041 份問卷，收回 1028 份，讓我們一齊看看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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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直以來都致力培養同學們「愛閱讀」的良好習慣，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圖書館果然是最受同學歡迎的地方。

　　新校的圖書館有很多優點：地方寬敞、環境幽靜、藏書量多……圖書館位於學校的二樓，這樣避免了受學生在操場玩耍時發出的聲響

影響，讓進來借閱的學生在安靜舒適的環境閱讀，提高閱讀的質素與興趣；我們可以用智能學生證來借閱各種各樣的圖書，十分方便，還

可以用電腦來進行學習的活動。此外，圖書館老師經常鼓勵同學們參加校內、校外的活動或比賽，讓大家可以增進知識、開闊眼界。

　　操場是我校的一大標誌，湛藍的籃球場上配襯着蛋黃色的

MKC 字樣，十分奪目。每逢小息，操場上都充滿了同學們的歡笑

聲。

　　空中花園位於學校的五樓，尚未全面開放。那裏種了很多植物，

間中會有一些同學在那裏上素描興趣班，有些同學更說過想在那裏

上種植課，親手栽種美麗的花兒，用來美化校園呢！

　　除了以上介紹的，學校還有很多特別的地方，當中包括音樂

室、視藝室、語言室、科技創意室、城市發展中心……就留待下

次介紹吧！

第一位：圖書館 (14%)
第二位：電腦室及操場 (12%)
第三位：空中花園 (11%)

第一位：圖書館 (13%)
第二位：電腦室及空中花園 (11%)
第三位：視藝室 (10%)

最　　　的新校舍設施或地方 最想在新校的哪個地方上課？

　　電腦室是另一個受同學歡迎的地方。電腦室位於學校的四樓，

比舊校的電腦室大很多，設備更加完善。我們除了在電腦室裏上

課，還可以登入一些學習網站，例如快樂閱讀花園、Raz-kids 等，

又或者直接上互聯網搜查資料，作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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