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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月報（二零一一年二月）
A news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Feburary,2011 )
日期(Dates)
1/2 開始
1/2 onwards
10-17/2

11/2
12/2

14/2 – 18/3

15/2

18/2

19/2

21/2

22/2

23/2

24/2

25/2

紀

事 (Events)

於圖書館進行「小小燈謎」活動
‘Lantern Riddle Game’ is held in library.
一年級專題研習「快快樂樂過新年」，透過不同的活動（如：醒獅、製作全盒）認識農曆新年
Project on ‘Having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for P.1 students - Students knew more about
Chinese New Year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like lion dance, candy-box making etc.
行政會
Administrative Meeting
四年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共 21 名學生前往保良局北潭涌度假營進行「挑戰日營」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for P.4 students: 21 students joined the ‘Challenging Camp’ in
PLK Pak Tam Chung Holiday Camp
蘇雨主任參加由香港教育學院主辦之「善用小班環境優化學與教」課程（數學）
Miss So is attending a Mathematical professional programme which is held b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油麻地消防局助理消防隊長及其隊員到校為全校學生主持消防講座及進行火警演習
Fire drill. An Assistant Station Officer and some of his colleagues from Yaumatei Fire Station gave
us a talk on ‘Fire Safety’.
家長日並派發成績表
Parents’ Day: Distribution of examination results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會議
Monitoring Committee on Trading Operations Meeting
家長教師會《香港人‧香港心》義工大使行動：共 15 組親子義工前往救世軍海裕日間護理中
心進行關懷探訪
PTA Volunteer Ambassador Programme: 15 groups of volunteers visited Salvation Army Hoi Yu
Day Care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一年級牙科保健
P.1 School Dental Care Service
為四至六年級學生舉行「齊享健康資訊講座」
A talk on ‘Health Information’ for P.4-P.6 students
陶藝班開始上課
Pottery Making Class starts
二年級牙科保健
P.2 School Dental Care Service
劍橋英語班開始
Cambridge English Programme starts
五、六年級數學增潤班開始
P.5 and P.6 Maths Elite Class starts
好學生獎勵計劃換領禮物日
Prize redemption for ‘Good Student Reward Scheme’
跆拳道訓練班 A 開始上課
Taekwondo Class (A) starts
四年級牙科保健
P.4 School Dental Care Service
家長教師會為家長舉辦「九型人格與子女成長」講座，共 25 位家長出席
PTA ‘Enneagram and Child Development’ Seminar: 25 parents attended
頒發各班中、英、數、常成績優異學生及模範班獎狀，詳見「學生成就」
Prize-giving to model classes and to those who got outstanding examination results in each class.
Result is shown in “Student’s Achievement”.
水墨畫班開始上課
Ink and Wash Painting Class starts
五年級牙科保健
P.5 School Dental Care Service

跆拳道訓練班 B 及曲棍球訓練班開始上課
Taekwondo Class (B) and Hockey Class start

四十載樹木樹人，聚身教知識泉源

25/2

26/2

27/2
28/2

校隊下學期訓練開始
School team starts training in 2nd term
本校 4 名學生參加同根同心 2010 遊記寫作比賽獲獎，詳見「學生成就」
4 students from 5E received prizes in 2010 travel writing competition. Result is shown in
“Student’s Achievement”.
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義工賣旗活動，共 24 組親子義工於油麻地區為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籌款
PTA Volunteer activity: Asian Outbeach Hong Kong Ltd Flag-selling Day.
24 pairs participated.
五年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共 18 名學生前往麥理浩夫人度假村進行日營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for P.5 students: 18 students visited Lady MacLehose
Holiday Village
共 22 名學生參加 2011 港澳數學奧林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香港賽區）
22 students joined 2011 Hong Kong & Macao Mathematical Olympiad Open Contest
三年級牙科保健
P.3 School Dental Care Service
四年級數學增潤班開始
P.4 Maths Elite Class starts

校外獎項

學生成就 (Student’s Achievement)

校內獎項

同根同心 2010 遊記寫作比賽
優秀獎：5E 梅雅明 5E 鄧曉韻
優異獎：5E 袁思婷 5E 駱嘉雯
各班中、英、數、常成績優異學生
1A：
中文 林冬如； 英文 林冬如； 數學 梁芷晴； 常識 林冬如
1B：
中文 莊雅媛； 英文 吳可澄； 數學 何艷萍、賴樂兒； 常識 何艷萍
2A：
中文 趙倩盈、莫穎澄； 英文 余慧欣； 數學 陳穎儀； 常識 趙倩盈、劉玉嬌
2B：
中文 何峻銘、卜凌宇； 英文 徐嘉熙； 數學 卜凌宇； 常識 何峻銘
3A：
中文 黃杰偉； 英文 鍾芷雅； 數學 簡梓誠； 常識 黃俊樂
3B：
中文 譚伊雯； 英文 袁嘉偉； 數學 陳嘉朗； 常識 譚伊雯
3C：
中文 雷恩駿； 英文 梁芍嬈、庄森懋； 數學 雷恩駿、庄森懋； 常識雷恩駿
4A：
中文 李芷欣； 英文 李芷欣； 數學 陳慧嵐； 常識 陳柏康
4B：
中文 梁錦俊、王子鵬； 英文 何天意； 數學 何天意； 常識 梁錦俊
4C：
中文 梁韵琦； 英文 許志軒； 數學 盧志鑫； 常識 陳梓聰
5A：
數學 侯禮賢； 常識 何启明
5B：
中文 何迪彬； 數學 潘俊德； 常識 何迪彬
5C：
中文 余嘉莉； 英文 胡偉麟、易韻喬；
數學 尹家成； 常識 李諾言、陳虹、王皓良
5D：
中文 張凱琳； 英文 張凱琳； 數學 陳俊業、陳文浩； 常識 王晓君
5E：
中文 梁綽堅； 英文 梁綽堅、曾力行；
數學 梁綽堅、徐嘉欣、張珈莉； 常識 曾力行、徐嘉欣
6A：
中文 王佩鈺； 英文 郭兆鎦； 數學 勞宗億； 常識 譚焯華
6B：
中文 陳耀東； 英文 陳耀東； 數學 蘇文龍、江啟翔； 常識 譚泳沛
6C：
中文 曾治； 英文 何思琪；
數學 李俊輝、李瀚源、余世澤、麥鎮勇、黃瑞星； 常識 余敏恩、黃天豪
模範班
冠軍：5D 班
亞軍：3C 班
季軍：6C 班

呼籲（Appeal）
（一） 為日本祈福：日本遭遇前所未有的地震、海嘯災難，我們看見大自然的威力、無情及殘酷；也在災難中看
見生命的無常、脆弱和堅毅。請大家為日本受災的人祈福，希望他們傷痛後，可以盡快復元！我同時希望
同學們在目睹這次大災難後，可以學懂忍耐、律己及關愛。
Pray for Japan: Japan had been experienced an earthquake and a tsunami recently. We could see the power, ruthless
and cruelty of the nature as well as the fragility and resolute of human life. Let us pray for Japan. We hope that
Japanese can recover soon. I also hope that you can learn patience, discipline and caring from this news.
（二） 響應「地球一小時 2011」：請大家在 3 月 26 日（星期六）晚上八時半熄燈一小時，以象徵大家一致行動，
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踏出第一步。詳情請參看世界自然基金會香港分會的網頁：http://www.wwf.org.hk/
Let’s Support Earth Hour: I encourage you to turn off lights at home at 8:30 p.m. on 26/3(Saturday).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arth. You may visit World Wide Fund – Hong Kong at
http://www.wwf.org.hk/ for more details.

校長：黃麗娥
2011 年 3 月 21 日
四十載樹木樹人，聚身教知識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