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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勤 宋子健
我從三年級起就開

始玩花樣滑冰了。當時，
我覺得這運動很特別，於
是爸爸幫我報名了。在
學習過程裏，我也想過放
棄，但想到爸媽的期望和教練耐心的教導，我告訴自己必須堅持，我下定決心，要認真上滑冰課和課後加強練習。經過無數次跌倒後，我終於拿到了優異的成績。

這項運動又為我帶來很多出外比賽的機會，我曾到過深圳、成都、美國等地比賽，令我認識到各地參賽者的不同風格，真的獲益良多。

三勤 陳俊諾
我很高興在本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中獲得多元智能團隊獎，選舉當日，我們的隊伍來自很多不同學校，全靠大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互相合作，才能獲獎。在這次選舉中，我學到每個人都有自己優秀的地方，我們要互相學習，才能有所進步。

四誠 盧善柔

我很高興我能獲得多元智能團隊獎，還

記得在比賽過程中我生病了，影響了表現，沒

想到我還能得到一個獎牌，真是喜出望外，如

果沒有蘇老師的教導和家人的支持，我不能獲

得這個獎。這一次的經歷，我會永記於心。

三誠 朱紫靈

當我知道我在優秀學生選舉中獲得

冠軍時，我既驚喜又緊張。我沒有想過

我可以獲得這個獎。

回想起初賽那天，我緊張萬分，我

要表演唱歌，爸爸買了喉糖給我，好讓

我放鬆心情。進入初賽房間後，起初我有點緊張，後來我陶

醉在歌曲中了。唱完後，我舒了一口氣呢！在我知道我進入

決賽後，我感到很開心。到了跟評判對答時，評判問我一些

有趣的問題，使我一點都不緊張，我又跟其他參賽者談天，

感覺輕鬆愉快。我能參加這個比賽，我覺得很榮幸。

最後，我要多謝老師，同學、家人、朋友和校長對我

的支持和鼓勵。多謝！

六勤 宋子健

2016年ISI Asia 深圳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freestyle )第一名

2017年世界業餘錦標賽

(美國南加州站) 指定動作(Solo Comp)第一

名及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ISI Asia 成都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第一名及指定動作第一名

2017年香港花樣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第一名

2017年深圳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第一名及指定動作第一名

花樣滑 比冰 賽

最後，我要多謝老師，同學、家人、朋友和校長對我

的支持和鼓勵。多謝！

2016年ISI Asia 深圳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freestyle )第一名

2017年世界業餘錦標賽

(美國南加州站) 指定動作(Solo Comp)第一

名及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ISI Asia 成都滑冰邀請賽

3C陳俊諾同學獲得

多元智能競賽初小

級別─多元智能

團隊獎

4D盧善柔同學獲

得多元智能競賽

高小級別─多

元智能團隊獎

3D朱紫靈同學獲得
2017-2018年度北區
優秀學生選舉初小
級別冠軍

校內頒獎情況

三誠 朱紫靈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我 們
的 新 校 服

四色的polo恤，學生可自由配搭。男孩子可
穿粉紅色的，女孩子也可穿深藍色的呀！

平實的外型，舒適的用料，同學便可輕鬆地
上學去。

運動服可拼合不同的長短組合，更可在長袖
外衣內加入短袖polo恤。做運動感到熱時，
便可把長袖外衣脫下，真舒服！

二誠 宋子瑩

2016年ISI Asia 深圳滑冰邀請賽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世界業餘錦標賽(美國南加州站)

指定動作第一名及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ISI Asia 成都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第一名及指定動作第一名

2017年香港花樣滑冰邀請賽自由滑第一名

2017年深圳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第一名及指定動作第二名

2016年ISI Asia 深圳滑冰邀請賽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世界業餘錦標賽(美國南加州站)

指定動作第一名及自由滑第二名   

2017年ISI Asia 成都滑冰邀請賽

二誠 宋子瑩
我很高興，因為在多

項滑冰比賽中獲獎。還記
得在幼稚園低班時，媽媽
便教我滑冰，後來爸爸找
來一個非常嚴格的教練，是他一直鞭策我，鼓勵我向前！而且我有一班很好的滑冰朋友，下課後，我們經常一起練習，互相支持。每次比賽的時候，我會不停告訴自己就當平時練習一樣，不要緊張。每次到不同地方比賽，我也會叫媽媽給我拍照，好讓我留下美好的回憶。我會繼續努力，把自己的滑冰水平推向更高境界。

去年十一月開始，我們更換新校服了！

這套新校服，經過我校的校服小組精心設計，再進行多次
審議、修訂，才能面世的，你們喜愛這套新校服嗎？

新校服的設計理念以簡約、自然、舒適、自主為主。在製
作這套新校服時，我們十分希望學生每天早上，都能帶着愉快
的心情，選擇自己喜愛的校服顏色上學去。因此，我們設計新
校服時，加入了自主的元素，設計四色的Polo恤給學生自由
選擇，包括︰深綠、粉紅、鮮黃及寶藍，讓他們享受選擇的
樂趣。

此外，鑑於女同學以往穿着裙子不太方便，我們在設計新
校服時，把裙子改成了裙褲，讓女同學在校園活動時，無論她
們想蓆地而坐、拍球嬉戲，都更方便、自然。天氣轉涼時，女
同學也可穿校褲，不用再冷着雙腿，那就更舒適了！

其次，天氣變幻莫測、乍暖還寒，早上涼透心，下午卻熱
出汗。即使轉了季，天氣仍反覆不定，令學生和家長也難以掌
握應如何穿着合適的校服。有見及此，新校服的設計是「四季
性」的，即是學生可因應天氣情況，自由選配長袖或短袖上
衣，長或短的校褲，不再受季節的限制。這樣，便更具彈性，
更切合學生的需要。

最後，大家有留意我們外套的設計嗎？那是一件可拼合或
分開穿着的長袖風褸和抓毛內件。以往學校沿用的毛衣，隨着
這套外套的誕生，已被淘汰了！這套新外套設計更具彈性，如
學生感到熱時，可隨時拆去抓毛內件；如學生感到冷時，又可
隨時套回。穿着時不但保暖，而且防風，也更型格呢！

盼望大家也喜愛這套新校服，也希望這套新校服能為各位
同學帶來更舒適，更愉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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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發展，本校於本年度與香港欖球總會合作，於四年級體育課中增設欖球課程。透過欖
球課程，學生不但能接觸到平日較少機會體驗的運動項目，而且能擴闊在肢體動覺智能上的視野，從而提升學生
在體育上的體驗與認知。

學生在欖球課中，除了知道了球不一定是圓形，他們亦會學習有關傳球、走位、進攻、防守及簡易比賽模式，
對欖球運動的認知和經驗大大增長。

展望將來，本校期望能繼續與欖球總會合作，讓更多學生認識欖球，從而得到樂趣與成功感。

Tackle! 看你往哪走！

黃慧詩主任頒發獎品給二誠班的代表。

一誠班代表從黃政匡主任
手上取得獎品。 看！小小參賽者的神情多專注！

學習潑水式傳球。
有突破機會！跑呀！

本年度一、二年級的「小小運動會」已於3月9日全方位活動時間順利舉行。校方舉辦這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學生
在遊戲中享受運動的樂趣，培養團體合作的精神和與人溝通的能力。透過互相合作，提升他們對學校和班級的歸
屬感。

當天，一年級的比賽項目是「跑動接力」和「頭頂豆袋」；而二年級的比賽項目則是「跑動接力」和「百踢百
中」。比賽期間，同學們都能全力以赴，盡展所長，發揮出無比的合作精神，在各項比賽中均有出色的表現。啦
啦隊們也很有拼勁，以不同的方式為自己班打氣，氣氛既緊張又刺激。

最後，本年度的「小小運動會」由一誠班和二誠班勝出。比賽雖有輸贏，但值得高興的是各同學都明白體育精
神的重要性，沒有因落敗而氣餒。希望各位同學繼續努力，於下學年的比賽中爭取更佳的成績。

有姿勢！有實際！

同學，到你了！加油！

觀眾看得十分投入呢！

小
小
運
動
會

神小體育新課程—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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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評判推介獎    

學生姓名：陳宏鎧

班別：2A 

參加家長姓名： 潘茗茵  

與學生關係：母親 

意念描述：恤衫的後幅是以

森林為主題，前幅是森林的

上空，原本這兩個地方都是

很寧靜的，但當有一班寵物

精靈前來開派對後，一切便

不再寧靜，而是熱鬧起來，

所以森林因有你們的出現而變得耀眼起來。 

物料：玻璃珠、珠片、廣告彩、發泡膠球、魚絲和布料

評判要從四十件入圍作品中選出二十件進入決賽，真傷透腦筋啊！

我們十分感謝家長義
工們的幫忙，替模特
兒悉心化妝。

獲嘉許獎家庭和模特兒與頒獎嘉賓合照。

觀眾們全情投入地欣賞精彩的比賽。

兩位司儀表現得十分出色，令全場氣氛高漲。
當天很榮幸得到學校發展主
任蔡敏芝女士和李碧雯校長
擔任這次比賽的評判。

最能突出主題獎 
學生姓名：周晞瑜
班別：2B 

參加家長姓名： 馮穎姿  
與學生關係：母女 
意念描述：一道平凡的光經過折射就會變成七色彩虹。正如小朋友找到目標，得到啟發，展現出無限光芒。左面的獨角獸代表着孩子的夢想或潛能，後幅的小鯉魚不斷向上游，努力向上。當小鯉魚遇上獨角獸，找到他們的理想、目標，加以發揮潛能，必能飛躍龍門，化身成前幅的七色鯉魚皇，展現出無限光芒。每個人都有不同潛能，只要努力，得到啟發，定能成功，白恤衫經過悉心裝飾，都會成為耀眼奪目的漂亮衣裳。

物料：珠片、雪紡、紗、絨布 

「因你變耀眼」白恤衫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暨 Fashion Show

本校視覺藝術科一直致力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從欣賞中促進創作，並把視覺藝術融入社會生活

中，故於本年度上學期為全校學生舉辦「因你變耀眼」

白恤衫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把白恤衫配合主題重新改

造，藉此活動教導學生運用創意及想像力，使視覺藝術

生活化。今次活動共收集了百多份作品，由評判選出

四十份入圍作品，入圍者獲得一件白恤衫供製作之用，

然後評判再選出二十件作品進入決賽，由戲劇組組員

於1月19日在禮堂以Fashion Show形
式演繹，並即場選

出六大獎項。很榮幸，當天得到學校發展主任蔡敏芝女

士、二十位參賽家長和友校嘉賓親臨頒獎禮，一同欣賞

比賽的成果。在此感謝家長和同學們踴躍參與本校視藝

科的活動。現與大家分享當天決賽的激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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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變耀眼」白恤衫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暨 Fashion Show

最佳製作獎    
學生姓名：鄭浩天  
班別：6A 
參加家長姓名： 張慧嫻  
與學生關係：母子 
意念描述：想造一件令人看起來很精神，色彩繽紛的衣服
物料：絨布、不同布料、熨貼、亮片條、人造皮、彩色帶、羽毛、飾物、熱熔膠

最佳美感大獎    

學生姓名：鄭文懿   

班別：4C 

參加家長姓名： 張慧嫻  

與學生關係：母女 

意念描述：由小至大也很喜歡

小丑的衣服，很想自己做一件

屬於自己的小丑裙。

物料：珠片條、絨球、不織

布、布料、蕾絲、人造皮、閃

石

最具創意大獎  

學生姓名：鄭睿熙  

班別：2A 

參加家長姓名： 鄺曼思  

與學生關係： 母子 

意念描述：你認識他嗎？「叮噹」？多啦A夢？

Doraemon？只要你有童真，只要你有夢想，「隨意門」也

好，「竹蜻蜓」也好，「時光機」也好，他身上的百寶袋

都能滿足你。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願大、小朋友們，人

人期望可達到！

物料：海綿、衣物顏料、燙畫、列印紙、絨布、棉花、毛冷

出場

編號

入圍學生

班別

入圍學生

姓名

模特兒

姓名

1 1B 邱芷霖 3D朱紫靈

2 3C 張詩敏 3A張喬迦

3 2B 周晞瑜 4B鄭凱兒

4 2A 陳宏鎧 4B陳咏廷

5 6D 劉盈慧 3B張子晞

6 2A 鄭睿熙 5D張子昕

7 2C 李蕊澄 6C戴力為

8 1A 王子文 6C楊裕澤

9 3C 李婥琛 3C李婥琛

10 6E 陳靖兒 3D鍾希澄

11 2C 張鎧沂 6A林孝政

12 5B 張依嵐 6A曾栢宇

13 4B 陳美熙 6E鄭允茜

14 1C 謝卓庭 6A楊子彤

15 3D 許子潔 6D徐善暉

16 4C 張鎧澄 6E歐忻恆

17 1A 陸沚弦 4A黎璦瑜

18 4C 鄭文懿 6B劉令怡

19 5B 李育誼 6C江正磊

20 6A 鄭浩天 6A鄭浩天

最佳演繹獎
6C楊裕澤

二十位入圍參賽者及模
特兒名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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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司儀的組合真特別，竟然有一
個古人主持閱讀日開幕禮。

李校長都喜歡我們的特別打扮，有歌星、
愛麗絲、福爾摩斯和足球小將戴熾偉。

春暖花開時，莘莘學子努力向學，完成了下學期測驗後，正好盡情地投入閱讀活動中。3月23日學校舉辦了閱讀日，藉着這個好日子，同學們可以體驗不同的閱讀活動。這天各位同學可以暫停平日課堂，更可以扮演不同的書中人物，向人介紹故事中的人物特點、性格和經歷等。同學們都喜歡多采多姿的閱讀活動，玩「攤位遊戲」的同學能享受遊戲的趣味之餘，亦可挑戰自己，從中學到不少的知識呢！在「書展」中，同學要學習善用金錢，精打細算才能買到更多心愛的圖書；「閱讀日問答遊戲」則以「世界圖書及版權日」及「安徒生」為主題，讓學生認識關於閱讀日的來源，以及偉大的丹麥作家安徒生的童話故事；今年我們能邀請到《大偵探福爾摩斯》的作者厲河先生到來分享改編及寫作的心得，原來我校有很多厲河先生的「小粉絲」，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聆聽厲河先生的講解，更把握機會與作家合照，並且索取簽名留念。相信在這次精彩的閱讀日裏，大家都獲益不少，而且樂在其中。

盡在「全校閱讀日」彩精

我們的收穫很豐富，看看我們
的笑臉就知道我們多喜悅。

嘩！看我多厲害，買了
美國英雄故事書。

買到不少好書，真開心！

能與自己喜愛的作家合照，真高興啊！我們全都是厲河先生的粉絲呢！

謝謝厲河先到來分享改編及寫作
的心得，與李校長合照留念。

一樓小廣場的書展。

舉！舉！舉！舉起那根棒真費力呢！

這就是同學最愛的迷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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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河先生為我在書上簽名，真是高興極了！

「全校閱讀日」

同學們對閱讀日的感想。

砌！砌！拼！拼！用字粒砌出詞語，

看！這位同學聚精會神努力中。

拼砌名畫完成了，還要在畫

中找東西，哎，我找到了。
同學玩遊戲，家長義工
都替她緊張。

日」

兩個小丸子喜歡閱讀日活動嗎？

身為白雪公主，當然
要吃蘋果啦！

耶！耶！我們最喜歡閱讀日呢！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長大後，我會是一個除
暴安良的執法者。

嘩！不同童話故事中的公主
都來到我們的課室。

7

小王子也來看看這
個盛大的場面呢！

同學們對閱讀日的感想。同學們對閱讀日的感想。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看看我們打扮成不同書中人物，真是唯妙唯肖！

我扮成小馬寶利，
大家能看出來嗎？

各位各出奇謀，謀殺了……不少「菲林」。

「化裝舞會」我就最喜歡
了，你看我扮了誰？



參觀祥儀機器人夢工廠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認識
了研發和製造機器人的創新工程和相關技術。

我們在福田園教育休閑農場製作小手
工和進行遊蹤活動，認識生態保育。大合照

台北 STEM 科技探索之旅
「親身體驗與考察．感受科技的奧妙」，本校已於2018年3

月22日至3月26日舉辦台北STEM科技探索之旅，讓同學一同觀察和發現身邊的事物，如建築物的設計、科技工程的原理、生活瑣事的現象、社會普世的價值等，激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和對社會的關注；一同探索奇妙的世界，到訪不同的地方，認識當地的文化、科技發展；一同推理不同的科學原理，嘗試發掘不同現象的可能性。最令同學印象深刻的就是參觀防災科學教育館，進行地震及天災模擬體驗。以及參觀台灣電視台，了解電視台運作，並當電視台小主播。學生在這次交流中獲益良多，不只是知識上的層面，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次交流，提升了自理能力及建立了團隊精神。這一切將會成為同學最美好的回憶。

同學們在防災科學教育館時細心聆聽面對天災人禍
時的應變措施，並進行了地震及天災模擬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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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李碧雯校長    編輯組：黃麗明老師、廖慧君老師、陳淑君老師、馮惠敏老師、葉煒忻老師

我們欣賞過瀑布的壯麗，又放過天燈，
真是很特別的經歷呢！

參觀台灣原住民電視台及電台，當電
視台小主播，還學了幾句原住民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