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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事 (Events)
Eye 及小海白創作室合辦之《通訊‧人類‧「建」未來》之學校優秀作品獎、四十週年校慶暨正能
量親子文件袋設計比賽、班旗設計比賽頒獎
Prizegiving for the winners of the ‘Communication, People – Build the Future’ competition held by Eye
and Hyper Workshop, ‘40th School Anniversary and Positive Energy’ documents folder design
competition, and ‘Class Flag’ design competition
三年級學生到香港科學館參觀趣味科學示範及綜合節目
Activities of School Culture Day Scheme for P.3 students – Science Demonstration and Variety
Programmes at the Science Museum
本校師生設計攤位遊戲參與於駿發花園舉行的「和諧社區齊創建 - 我心目中的油麻地嘉年華暨頒獎禮」
Designing and putting up a game stall for the Yaumatei Community Carnival in Prosperous Garden
「親子樂繽 FUN」首項活動親子烹飪
Play together, Learn together : Cooking
全校學生更換冬季校服
Change to winter uniform
學業成績優異頒獎禮
Prizegiving Ceremony : achievements in academic results
四至六年級「齊享健康資訊教育短劇」巡迴表演
A drama on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for P.4 to P.6 students
六年級升中學位分配辦法家長講座
A talk on the SSPA for P.6 parents
「親子樂繽 FUN」活動「小小科學家」，家長與小朋友合作設計水火箭
Play together, Learn together : Little scientists
午息於禮堂舉行「午間音樂會」
‘Afternoon concert’ held during the 2nd recess
六年級「預防濫用藥物」講座及表演
Show and seminar for P.6 students, ‘The Prevention of Drug Abuse’
為一年級學生舉行『Cosplay 唱遊影院』情緒管理講座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ctivity for P.1 students
4A 班服務學習到訪恆愛敬老之家，並與長者們慶祝聖誕
Service Learning for 4A students – celebrated Christmas at a Home for the Elderly
2010 年度九龍西區田徑比賽，成績可參閱「學生成就」
Students took part in Kowloon West District Athletics Competition 2010. Results are shown in “Student’s Achievement”.
4B 班服務學習到訪駿發花園浸信會幼兒學校
Service Learning for 4B students – visited Prosperous Garden Baptist Kindergarten
4C 班服務學習到訪康柏護老院
Service Learning for 4C students – visited a Home for the Elderly
12 名六年級學生參加油尖旺區數學比賽
12 P.6 students took part in ‘Yau Tsim Mong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同根同心 – 歷史國情：廣州西式建築面面觀」交流團分享會
‘Guangzhou Exchange Trip’ sharing session
與救世軍合辦親子同樂日
Parent-child activity day co-held by the Salvation Army and our school
24 名曲棍球校隊成員參加第十屆小學校際五人曲棍球邀請賽，成績可參閱「學生成就」
24 hockey team members joined the 10th Hong Kong Schools Hockey Invitation Tournament. Results are
shown in “Student’s Achievement”.
41 個家庭參加由家長教師會舉辦之親子田園古蹟一日遊
41 families joined the ‘Parent-child Farm and Monument Day Trip’
6C 班曾治、何思琪、黃偉倫參加『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初賽
3 students (Tsang Chi, Ho Sze Ki and Wong Wai Lun) from Class 6C joined the 1st round contest of ‘Elite
Chinese Language Scheme’
聖誕聯歡會 - 東莞石龍鎮黃家山小學學生共 36 人來港與本校學生進行交流活動。
Christmas party - 36 primary students from Tung Koon, China, had interflow activities with our school students.
德育及公民教育 - 交通安全專題研習活動：
透過實地考察、匯報及製作單張提高學生及坊眾的交通安全意識。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 Project about Road Safety
六年級成長的天空
‘Understanding Adolescence Project’ for P.6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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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環保大行動：
學生於活動開始後可捐出校服、教科書、兒童圖書及適合家長閱讀之書籍讓校方安排轉送有需要的
同學。此活動為全年進行。
Recycling Scheme –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donate old uniforms, textbooks, story books etc.

預告 (Upcoming Events)
－ 農曆新年將至，同學們應協助家長進行家居大掃除工作，以保持清潔整齊的居住環境。農曆新年期間應向長輩送上
祝福及問候，飲食方面則應節制。祝大家有一個愉快、溫馨、健康的新年假期！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Students should help with the housework and greet parents at the Chinese New Year. Hope you
have a happy and healthy holiday.

學生成就 (Student’s Achievement)

體育
朗誦
視覺藝術
硬筆書法

2010 年度九龍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200 米亞軍：6A 陳嘉豪
男子特組推鉛球冠軍：6B 蘇文龍
女子特組推鉛球亞軍：6B 覃鳳儀
女子甲組推鉛球季軍：6B 葉文娟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5D 譚家豪
男子甲組跳高冠軍：5B 何迪彬
男子甲組團體總成績季軍
第十屆小學校際五人曲棍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冠軍
男子Ａ隊：6C 余世澤；5E 梁振鏵；6C 劉承煜；6A 葉富康；6B 陳澤輝；6B 林浩烽；6B 賴允灝；5D 梁振杰
男子初級組冠軍
男子Ｂ隊：4C 陳梓聰；4C 王元樟；4C 盧志鑫；4C 許志軒；4C 秦璟川；4B 梁錦俊
女子組冠軍
女子隊：5D 韓敏勉；5E 王心儀；5E 翁海晨；5E 劉穎雯；6A 黎咏詩；4A 陳沛怡；4C 黎洁欣
第六十二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英文
小組季軍：3A 鍾芷雅
優良獎：3A SUBEDH；3C 黃慧盈；4A FIONA；5E 黃家軒；6C 何思琪；6C 曾 治
良好獎：4A 郭佩琳
粵語
小組亞軍：6C 何思琪
小組季軍：6C 曾 治
優良獎；2B 陳儷文；2B 徐嘉熙；2B 陳淆雯；3B 譚伊雯；4A 梁曉欣；4A 黃曉姿；4B 姚亮宏；
4C 劉芷珊；5D 吳楚怡；5E 羅美玲；6B 吳晶晶；6C 余世澤；6C 劉裕城
良好獎：2A 莫穎澄；2A 劉玉嬌；3A 黃杰偉；3B 陳嘉朗；4B 何天意；6C 黃偉倫
普通話
優良獎；3C 黃慧盈；4C 陳梓聰；4C 梁漢強；5E 黃奔雪；5E 鄧曉韻；5E 劉穎雯；6A 劉 銘；
6B 覃鳳儀；6B 郭錦雯；6C 謝竣宇；6C 黃瑞星
良好獎：6B 梁漢強；6C 黃天豪
《通訊‧人類‧「建」未來》之學校優秀作品獎
2A 余慧欣；2A 李靜兒；2B 陳浠雯；2B 陳儷文；4A 姚家露；4C 梁韵琦；5E 王心儀；5E 陳倩婷；
5E 梁綽堅
四十週年校慶暨「正能量」親子文件袋設計比賽
初級組：一年級至二年級
冠軍：2B 徐嘉熙； 亞軍：1B 吳可澄； 季軍：1A 潘晟臻
優異獎：1B 區宏灝；2B 陳浠雯
中級組：三年級至四年級
冠軍：3C 施永亮； 亞軍：3B 黃凱旋； 季軍：4C 葉櫻潼
優異獎：4A 梁曉欣；4A 姚家露
高級組：五年級至六年級
冠軍：5E 梁綽堅； 亞軍：6C 何思琪； 季軍：6A 陳錦之
優異獎：6B 覃鳳儀；6C 李麗明
班旗設計比賽
冠軍：5D； 亞軍：6C； 季軍：1B
中文科
初級組 - 冠軍：2A 余慧欣； 亞軍：1B 何艷萍； 季軍：2B 郭倩琴
中級組 - 冠軍：4C 梁韵琦； 亞軍：3C 庄森懋； 季軍：3B 陳卓瑤
高級組 - 冠軍：5E 翁海晨； 亞軍：6C 黃天豪； 季軍：5D 陳展騰
英文科
Junior Group - 1st prize：2A 余慧欣； 2nd prize：1B 莊雅媛； 3rd prize：1A 李少昕
Intermediate Group - 1st prize：4C 陳梓聰； 2nd prize：3B 陳卓瑤； 3rd prize：4B 梁錦俊
Senior Group - 1st prize：6C 黃偉倫； 2nd prize：6C 何思琪； 3rd prize：6B 覃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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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黃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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