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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
A news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 June,2011 )
日期(Dates)

2/6
3/6
4-5/6
7/6
7-8/6
7-10/6
10/6

11/6

13-15/6
14/6

16/6
16-17/6
17/6

18/6

紀

事 (Events)

校董會會議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行政會
Administrative Meeting
小一派位收發中心
Our school is a centre of Central Allocation of Primary One Admission
音樂科活動：烏托邦音樂教育中心派員到校進行甄選及示範
Music activity : Utopia Music Centre played some musical instruments
小一新生註冊日
Register for P.1 students in 2011-2012
考試：一至六年級下學期考試
Final examination for P.1-P.6 students
校務座談會
Staff Meeting
學生事務：2011-13 年度午膳供應商遴選試食會
Student Affairs: Food-tasting for choosing lunch supplier 2011-13
成長系列活動：迎新小學堂及黃麗娥校長主持『多元智能發展』家長講座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Activities for new P.1 children. A seminar on ‘Multi-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was held by Principal Wong.
考試：三年級及六年級 TSA 增潤課程
TSA enhancement lessons for P.3 and P.6 students
教育局心理學家方太來校接見葉主任、班主任及科任
Mrs Fong, a psychologist in EDB, visited some teachers
參觀：屯門騎術學校及嘗試策騎小馬
Excursion: Students visited Tuen Mun Riding School and learnt how to ride
學生事務：2011-13 年度食物部及午膳供應招標批核會議
Student Affairs: A meeting for choosing lunch supplier 2011-13
考試：小一補考
Make-up exam for P.1 students
考試：三年級及六年級 TSA 筆試
TSA (Written) for P.3 and P.6 students
家長教師會活動：親子興趣班 - 電子動力發明家
PTA: Parent-child course – Electronic energy inventors
訓輔組活動：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結業禮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ject’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P.4 students
成長系列活動：迎新小學堂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Activities for new P.1 children.
2010-11 年度油尖旺區校長會周年頒獎禮─傑出學生選舉及顯著進步學生獎勵計劃（由 6C
曾治及黃佩芬代表領獎）
Yau Tsim Mong District School Liaison Committee annual prize-giving ceremony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6C Tsang Chi and 6C Wong Pui Fan

四十載樹木樹人，聚身教知識泉源

20-27/6,
29-30/6
21-22/6

24/6

24/6

25/6
27/6

28/6
29/6

課後活動：各級試後活動（見下表）
After-exam activities（See below table）
訓輔組活動：
「試後鬆一鬆」──棋藝大使到一年級課室帶領棋藝活動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group activity : ‘Relaxation after exam’. Chess ambassadors
taught P.1 students to play chess.
參觀：
「探索樂悠遊-海洋公園」（與基督教勵行會合辦，二、三年級學生 30 人，四至六年
級學生 30 人）
Excursion: 30 P.2-P.3 students and 30 P.4-P.6 students visited Ocean Park (Co-held with Christian
Action)
家長教師會活動：親子興趣班 – 創意黏土家族
PTA: Parent-child course --- Creative Clay Handicraft
學生支援組：教育局派員來校為一年級進行「探討發展性數學障礙」研究計劃
A research project on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for P.1 students was conducted by EDB
staff
東莞同鄉總會第 33 屆會董就職典禮
33rd Tung Koon District Society Management Committee Inaugural Ceremony
成長系列活動：迎新小學堂
Child Development Series: Activities for new P.1 children.
訓輔組活動：
「試後鬆一鬆」──棋藝大使到一年級課室帶領棋藝活動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group activity : ‘Relaxation after exam’. Chess ambassadors
taught P.1 students to play chess.
訓輔組活動：升中適應工作坊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group activity : ‘Workshop for secondary school life adaptation’
畢業禮
Graduation ceremony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會議
Monitoring Committee on Trading Operations Meeting

試後活動一覽（After-exam activities）
20/6 上午
20/6 下午
21/6 上午
21/6 下午
22/6 上午

一年級
二年級
至醒速算家
管樂樂器示範

三年級
雞蛋撞地球

試後鬆一鬆

四年級
英文打字比賽

英文打字比賽
管樂樂器示範
中級障礙賽
跆拳道表演

試後鬆一鬆

22/6 下午

27/6 上午
27/6 下午
29/6 上午
29/6 下午
30/6 上午
30/6 下午

足球挑戰賽

拉闊音樂會

23/6 上午
23/6 下午

五年級

乘數鬥一番

故事人物
造型設計比賽

中文打字比賽

拉闊音樂會
試後鬆一鬆
English Camp
教協校內賽(數學)

教協校內賽(數學)
English Camp

中英文朗誦比賽
解難專家

解難專家
師生籃球同樂日

初級障礙賽
中英文朗誦比賽

四十載樹木樹人，聚身教知識泉源

數學

學生成就 (Student’s Achievement)
2010 年度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金獎：6C 余敏恩
國藝會跆拳道邀請賽 2011
搏擊組冠軍：4B 翁戩隆
套拳組季軍：2B 何峻銘、6C 劉裕城
優異狀：5 名
2010-2011 年度「港九地域小學優秀運動員選舉」
6A 陳嘉豪
下學期考試成績優異學生
1A： 中文 林冬如； 英文 Chelsea； 數學 蕭志榮； 常識 林冬如
1B： 中文 莊雅媛、麥琪鈴、何艷萍； 英文 吳可澄；
數學 莊雅媛； 常識 莊雅媛
2A： 中文 趙倩盈； 英文 余慧欣； 數學 趙倩盈； 常識 曹日朗
2B： 中文 徐嘉熙； 英文 徐嘉熙； 數學 何峻銘； 常識 徐嘉熙
3A： 中文 鍾芷雅； 英文 鍾芷雅、史晴茵； 數學 黎嘉銘； 常識 黃杰偉
3B： 中文 譚伊雯； 英文 袁嘉偉； 數學 譚伊雯； 常識 譚伊雯、黃凱旋
3C： 中文 梁芍嬈、姜梓慧； 英文 雷恩駿； 數學 雷恩駿； 常識 陳梓鋒
4A： 中文 吳燁俊、陳慧嵐； 英文 陳慧嵐； 數學 陳慧嵐； 常識 陳慧嵐
4B： 中文 梁錦俊； 英文 Bibi； 數學 何天意； 常識 張浚雄
4C： 中文 陳梓聰； 英文 許志軒； 數學 李偉業； 常識 陳梓聰
5A： 中文 何启明； 數學 何启明； 常識 何启明
5B： 中文 黎良傑； 英文 朱焯添； 數學 何迪彬； 常識 王晶
5C： 中文 陳虹、宋嘉傑； 英文 胡偉麟；
數學 胡偉麟； 常識 易韻喬、柯凱倫
5D： 中文 張瑋珊、張凱琳； 英文 張凱琳； 數學 陳文浩； 常識 張凱琳
5E： 中文 曾力行、韓汶言、黃炎源； 英文 曾力行、連冠魁、梁綽堅；
數學 曾力行、梁綽堅、陳珈柏、孫禧、袁思婷； 常識 韓汶言
6A： 中文 祈佶璐、王佩鈺； 英文 祈佶璐； 數學 勞宗億； 常識 劉 銘
6B： 中文 王肖瑶、覃鳳儀； 英文 夏明方； 數學 梁漢强； 常識 譚泳沛
6C： 中文 朱素誼、黃天豪； 英文 何思琪；
數學 黃天豪、謝竣宇、李瀚源、麥鎮勇、余世澤、李俊輝；
常識 朱素誼、何思琪
體育
考試成績

生選舉
傑出學

優異學生獎
6C 曾治

生獎勵計劃
顯著進步學

顯著進步學生獎
1A 梁芷晴、1B 梁卓瑩、
2A 鄭 琛、2B 陳梓軒、2B 梁華釧、
3A 黃俊樂、3B 伍樹仁、3B 夏珮嘉、3C 施永亮、
4A 陳志煒、4A 杜御林、4B 劉以迦、4C 翁蔚芳、
5A 林俊杰、5B 翁海鎮、5C 張超賢、5C 易韻喬、5D 張凱琳、5E 李妮馨、
6A 覃友健、6A 譚嘉興、6B 陳仲豪、6C 黃佩芬
分享 (Sharing)
暑假即將開始，希望各位同學善用假期，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
學校圖書組已擬訂閱讀獎勵計劃邀請全體同學參與。希望家長積極支持同學展開閱讀大計，家長
如有興趣，也可以和子女一起閱讀，享受書海中的親子樂！
祝大家有個愉快、充實、有意義的假期！
Summer holiday is going to begin. Student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your time in the holiday to take
part in healthy activities.
Our school library teacher has set a reading goal for you to achieve in this summer holiday. I hope
parents can support your children to start a reading plan. Parents can also read with your children to enjoy this
leisure activity together.
Hope all of you will have an enjoyable, fruitful and meaningful holiday!

校長：
2011 年 7 月 8 日

黃麗娥
四十載樹木樹人，聚身教知識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