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T.K.D.S. Fong Shu Chuen School
九龍油麻地東莞街 43 號

43 Tung Kun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校長月報（二零一一年五月）
A news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 May,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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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事 (Events)
普通話科活動：於小息時間為各級舉行普通話活動
Putonghua activity : Putonghua activity was held for all levels during recess
學童保健計劃：6A
Health service for class 6A
考試：三年級 TSA 說話評估
P.3 TSA speaking assessment
學童保健計劃：6B
Health service for class 6B
學童保健計劃：6C
Health service for class 6C
家長教師會舉辦之資訊科技親子興趣班 – 貼紙製作工作坊
IT Parent-child course : Creative Sticker Workshop
訓輔組活動：成長的天空（19 位四年級學生參加愛心之旅活動）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 19 P.4 students joined the caring activity
成長系列活動：「創意方程式」活動「運動競技遊戲」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 Sports games
行政會
Administrative Meeting
「環保大行動」
：家長教師會再呼籲家長捐出環保校服及書籍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paign: PTA encouraged parents to donate uniforms and books.
考試：六年級 TSA 說話評估
P.6 TSA speaking assessment
校務座談會
Staff Meeting
成長系列活動：「創意方程式」活動「小小科學家」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 Little scientists
校外比賽： 2010-2011 年度油尖旺區校長會油尖旺學生健康素食創作大賽（8 名六年級學
生參加）
Competition : 8 P.6 students took part in 2010-2011 Yau Tsim Mong Creative Healthy Cooking
設備：學校大門增設「卓越學生表現」及「學校資訊」陳展板
Equipment : Excellent student’s achievement and school information were displayed on 2 new
boards near the school gate
校外比賽：第 18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5 名五年級學生參加）
Competition : 5 P.5 students joined 18th Math Olympian competition
表現：「街坊小子木偶劇場」演出的木偶劇（二、三年級同學）
A puppet show for P.2 and P.3 students
訪校：駿發花園浸信會幼兒學校到校參觀（30 名學生）
30 children from Prosperous Garden Baptist Nursery School visited our school
訪校：教育局課程發展（中文科及普通話科）探訪本校
EDB Curriculum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hinese and Putonghua) visited our school
訪校：油麻地循道衛理楊震幼兒學校到校參觀（60 名學生）
60 children from Yaumatei Yang Memorial Methodist Pre-school visited our school
畢業營：西貢戶外康樂中心舉行畢業宿營（共 93 名六年級同學）
Graduation Camp : 93 P.6 students joined the graduation camp in Sai Kung Outdoor Recreatio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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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組活動：成長的天空─保良局羅傑承北潭涌渡假營參加親子日營活動（30 位四年級學
生與家長）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 30 P.4 students and parents joined the parent-child day
camp in PLK Steven Lo Kit Sing Pak Tam Chung Holiday Camp
成長系列活動：「創意方程式」活動「我是藝術家」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 I am an artists
得獎：2010/11 綠化校園頒獎禮（5E 班 4 位學生）
Prize : 4 P.5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Green Campus prize-giving ceremony
學生事務：學校保母車、食物部及午膳服務開標
Student Affairs : Opened tenders for school bus, canteen and school lunch services
學生事務：膳食專責委員會會議
Student Affairs : Meeting for Specialized Committee on School Lunch
訪校：滙豐銀行慈善基金幼兒學校到校參觀（22 名學生）
22 children from HKSPC HK Bank Foundation Nursery School visited our school
展覽：健康生活攤位及展覽（全校學生參與）
Exhibition and display boards on healthy life (all students participated)
成長系列活動：「創意方程式」活動「英語樂繽紛」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 Fun English

數學

學生成就 (Student’s Achievement)
2011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香港賽區)
銅獎：1B 區宏灝 1B 陳采琳 1B 吳可澄 3C 陳梓鋒
4A 陳柏康 4C 盧志鑫 4C 蘇智成
油尖旺區數學比賽
銅獎：6C 李俊輝 6C 李瀚源 6C 余世澤
優良獎：9 名
第九屆華青盃少年曲棍球賽
季軍：13 歲以下組別（男子）
下學期評估成績優異學生
1A：
中文 林冬如； 英文 林冬如； 數學 梁芷晴； 常識 林冬如
1B：
中文 麥琪鈴； 英文 莊雅媛； 數學 陳采琳、何艷萍、吳可澄； 常識 吳可澄
2A：
中文 吳慧淇； 英文 余慧欣； 數學 余慧欣； 常識 吳慧淇、莫向宇
2B：
中文 徐嘉熙； 英文 徐嘉熙； 數學 曹竣誠、司徒子瑋； 常識 徐嘉熙、司徒子瑋
3A：
中文 葉雨華； 英文 鍾芷雅； 數學 黃杰偉； 常識 黎嘉銘、黃俊樂
3B：
中文 袁嘉偉； 英文 袁嘉偉、黃凱旋； 數學 譚伊雯； 常識 譚伊雯
3C：
中文 雷恩駿、吳慧妍； 英文 姜梓慧； 數學 雷恩駿； 常識 雷恩駿、梁芍嬈
4A：
中文 李芷欣； 英文 李芷欣； 數學 陳慧嵐； 常識 李芷欣
4B：
中文 梁錦俊； 英文 何天意； 數學 何天意； 常識 王子鵬
4C：
中文 梁韵琦、莫鈺盈； 英文 許志軒； 數學 葉櫻潼； 常識 陳梓聰
5A：
中文 何启明； 數學 何启明； 常識 何启明
5B：
中文 陳俊洋； 數學 張雄威； 常識 葛東銳
5C：
中文 王皓良、易韻喬； 英文 李諾言；
數學 劉鎧浚、尹家成； 常識 尹家成、陳虹
5D：
中文 何幗儀； 英文 王曉君、劉綺玲；
數學 王曉君、劉綺玲； 常識 王曉君、徐家浚、張凱琳
5E：
中文 梁綽堅； 英文 王心儀； 數學 羅美玲； 常識 韓汶言
6A：
中文 劉 銘； 英文 郭兆鎦； 數學 譚嘉興； 常識 黎 詩
6B：
中文 郭錦雯、王肖瑤； 英文 夏明方； 數學 梁志林； 常識 譚泳沛
6C：
中文 姚東汗； 英文 謝竣宇、黃天豪；
數學 李俊輝、黃偉倫； 常識 李俊輝、余世澤
2010-11 綠化校園工程獎
優異獎：大園圃種植 – 小學組

體育
成績表現
其他

校長：
2011 年 6 月 14 日

黃麗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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