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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頒獎禮中，校監嚴志成博士為大會致開會辭，再介紹主
禮嘉賓謝振強先生（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總幹事）。
謝總幹事（校長爺爺）在致訓辭中以幽默風趣的語調，用同學
熟悉的電視節目名稱串連內容，鼓勵同學要「闖出新天地」，
然後「總有出頭天」，無論有沒有獲得獎項，同學們已經上了
寶貴的一課，更要記著勝不驕，敗不餒。繼謝總幹事為陸運會
頒發各級大獎後，校旗徐徐下降，為本年度的陸運會劃上一個
完美的句號。

　　本年度第五屆迎三十校慶陸運會已
於十二月四日及五日順利舉行。當天風
和日麗，涼風送爽，羅春鳳校長鳴笛後，
宣佈比賽正式開始。跑道上男甲一百米
跑的運動員向着終點飛奔，看台上的同
學們吶喊助威，掌聲歡呼聲此起彼落，
好不熱鬧。除了各項激烈的田徑比賽外，
各級啦啦隊亦充滿活力，氣勢十足，為
陸運會添上熱鬧的氣氛。除此之外，一、
二年級的親子競技比賽、幼稚園學生競
技比賽、友校接力邀請賽、師生校友家
長接力邀請賽、迎三十校慶陸運會步行
籌款活動都一再掀起了陸運會的高潮。

校董梁少珍牧師 ( 左 )

校董黃麗霞牧師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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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振強總幹事 ( 右 )

一眾校友參加接力賽

級際接力



5A 羅家洋

　　今次東莞考察活動令我認識了東莞這地方，
也令我體會了很多未能從書本上學到的知識。
當天一早，我們便到了在1839年建造的銷煙池和
鴉片戰爭博物館參觀，看到旁邊擺放的三支各重
六千斤的功勞炮（又稱海防炮），可以感受到它
們當年很努力地為保護中國出了一分力。還有不
得不提的是林則徐先生(1785-1850)，幸好當年他
和同伴一同銷毀了二百三十多萬斤的鴉片，不然
我們現在可能也在吸食鴉片呢!
　　飽餐一頓後，我們又到了海戰博物館和威遠
炮台，從展品中了解到中英雙方在虎門交戰的激
烈情況，又可親臨宏偉的炮台，令我感到刺激興
奮之餘，卻又害怕戰爭的殘酷，以後還是不要再
有戰爭就好了。
　　雖然在旅途中我有暈車之苦，但這次考察的
所見所聞，令我獲益良多，絕對是值得的。我還
想快些有機會能再次踏足東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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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顏駿宇

經過東莞考察這個活動，我學到很多關
於鴉片戰爭的歷史知識，例如:威遠炮台
是用來抵禦英軍的進攻、海戰博物館裏
有很多關於鴉片戰爭的文物、鴉片戰爭
博物館裏介紹了鴉片戰爭的情況……這
一切一切都令我增廣見聞、獲益良多。
我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多機會參與這些活
動，令我們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學到不
同的知識。香港也可以建造一些關於鴉
片戰爭的博物館，這樣就會很方便，我
們就不用長途跋涉，去東莞考察了。

5

2017 年 12 月 21 日，我們帶領五年級同學前往東
莞考察，是次主題為「從歷史」及「文化」認識
近代中國的發展。同學們參觀了鴉片戰爭紀念館、
銷煙池、海戰博物館及威遠炮台。除了解鴉片戰
爭的史實外，我們更期望同學能更進一步反思該
如何裝備自己，好使日後能迎上社會急速轉變的
步伐，為社會、為國家作出更大的承擔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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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參觀聖公會聖雅各堂）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幼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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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崇拜

福音話劇 - 合皮人生

黃麗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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薈萃園收成薈萃園收成

北區植樹同樂嘉年華北區植樹同樂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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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告士打道弦樂四重奏」到校表演

「如何幫助初小子女學習數學」家長工作坊

蔡書麟校友 蔡芷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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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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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會員大會暨聚餐第一屆會員大會暨聚餐

會員大會
暨家長校董選舉
會員大會

暨家長校董選舉

由主席譚靜雯作會務報告

會徽設計比賽得獎者

由財政葉志生作財務報告一齊 like 我地校友會的 Facebook 啦

尋找家鄉的美食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

新一任的家長校董

勞苦功高的評判們

登記

投票



中文中文

　　　　　　　　　　　　　　　　　       4A 吳之韜

我最喜愛的人
　　我最喜愛人的是我的媽媽。她的個子高高的，

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她有一頭捲曲的頭髮，總是

在腦後束一條馬尾，美麗極了！　

　　我的媽媽溫柔又有耐性，打從我出生以後，媽

媽一直照顧我。媽媽照料我的飲食居一絲不苟。她

不但循循善誘地教導我，每當我不開心的時候，她

會和我分擔心事；我開心的時候，她會和我一起分

享。媽媽也有嚴厲的時候，當我犯了錯誤，她就會毫不留情地批評我；當我漫不經心地做功課時，她就會大聲苛斥

我。媽媽非常愛我，她對我的無私奉獻，我會銘記在心的。

　　有一次，我和媽媽一起坐飛機去上海探望外公、外婆。那裡的天氣十分寒冷，到步後，我就病倒了。媽媽不辭

辛勞，在醫院陪伴我打點滴，安慰我，甚至在她體力不支時，仍提醒我吃藥。

　　媽媽和我亦師亦友，就像是我的守護天使。媽媽非常愛我，全心全意呵護我，她是我世上最喜愛的人。

　　　　　　　　　　　　　　　　　　　　　　　　　　　　　　　　　　　　　　　　　　   5A 錢衍彤

日記一則──郊遊樂
　　　　　　　　　　　　　　　　　　　　　　　　　　　　　　　　　　　　　　　　       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難得有這美好的一天，所以我們決定由東涌走到大澳，享受沿途的風景。

　　經過二十分鐘的車程，我們終於到達東涌。我們經過一條村莊後，就仿佛走進夢幻仙境：綠油油的小草在跟我們

揮手，五彩斑斕的蝴蝶姐姐為了填飽肚子，與同伴在絢麗異常的花朵間採花蜜，再到木葉間自在閒遊。我們繼續向前

走，只聽見小鳥在唱歌，流水潺潺的聲音；再走到流水旁邊試試水溫，啊！真涼快啊！

　　我們再向前走，沿路看還見正在興建的港珠澳大橋的蹤影呢！海面把蔚藍的天空映照出來，水天一色，令人心曠

神怡，神采飛揚。我們走到一間士多面前，因為大家都餓了，停下來休息。我在享受春風輕輕拂過我的臉，弟弟則在

全神貫注地觀察四周，彷如變成了一位昆蟲學家一樣。吃完下午茶之後，我們便完成剩下的旅程。

　　我們不知不覺間已回到市中心了，這次旅程令我獲益良多，真期待下次的鄉郊之旅啊！

　　　　　　　　　　　　　　　　　　　　　　　　　　　　　　　　　　　　　　             6C 李柏茵

當媽媽不在家中的時候

　　有一次，媽媽去上海出差。家裏只剩下我、爸爸和哥哥，媽媽出差前還耐心地教爸爸煮飯，但是粗心大意的爸
爸竟然全部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我們起床時，看見媽媽香噴噴的食物送到口中，但可惜這些只是我們的幻想。爸爸、哥哥和我只好望着空空的
餐桌，嘆了一口大氣。思前想後，我到了廚房，打開冰箱一看，裏面什麼都沒有，我們只好自己煮飯吃。
　　首先，爸爸把米粒和不知多少毫升的水放進電飯煲裏。然後哥哥就在煎蛋，他不知多少次把花生油和芝麻油分
不清，最後煮成了世界上最奇怪的「煎蛋」。而我就是那個最「黑運」的「倒楣鬼」，我一下不小心把麵粉倒了，
悲慘的結果可想而之，大家都成了「雪人」。
　　最後，我們嘔心瀝血煮出來的米飯變成了粥，而煎蛋變成了「焦蛋」，身為黃色皮膚的我們卻成了白人，總之
一切食物奇奇怪怪的，廚房一片混亂。可是吃下這些食物，我們心裏還是暖暖的，因為這是我們一家努力的成果！
　　經過這一次，我們體會到媽媽的辛苦，原來媽媽每天都要像螞蟻一般勤力地工作，一刻一秒也不能停，我真想
馬上和媽媽說，我愛您！我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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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英文 4A Chow Kin Lok

A letter to a pen friend

Dear Emily,
 I am happy to hear that you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I‛ve planned a two-day trip for us. 
You‛re crazy about animals so on the first day, we‛ll see many wetland animals in Hong Kong Wetland Park in 
Tin Shui Wai such as crocodiles and mudskippers.  We will also see some wetland plants, such as water lilies.  
We can learn more about wetland animals and plants there.  
 In the afternoon, we‛ll go to Tsim Sha Tsui to buy some tradition food and sweetheart cakes.  We‛ll 
go to the Avenue of Stars to see some handprints of famous movie stars, for example, Jacky Chan.
 On the second day, we‛ll go to Po Lin Monastery on Lantau Island.  We will ride on the cable car from 
Tung Chung.  When we reach there, you can pray and worship.  Since you like eating vegetables, we‛ll eat 
vegetarian food there too.  In the afternoon, we‛ll visit Ngong Ping Village.  It‛s close to Po Lin Monastery.  
There are some shops in the village.  Many people like buying different souvenirs there, such as Chinese 
handicrafts.  Then we‛ll visit the Big Buddha.  It‛s the biggest outdoor statue in the world and a famous 
scenic sport.  We‛ll take some photos there.  
 I think you‛ll enjoy this visit because it‛s fun!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wishes,
              Ambrose

6A Tse Shun Yan     

What an unforgettable day!

 Last Saturday, my family and I went to Sai Kung Country Park. We wanted to have a barbecue there. 
We brought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such as fish balls, bread, corn and beef. It made me mouth-watering!
Then, my parents and I sat down and started barbecuing. Mum put her brand-new handbag on her right. 
When we were chatting, a street dog sniffed Mum‛s handbag and grabbed it in silence.
 Suddenly, Mum said, ‘I want to go to the washroom… Oh! My bag!‛ She found that her handbag was 
grabbed by the dog! ‘You little dog! Give me back my handbag!‛ Mum chased the dog and shouted. ‘Grr…,‛ the 
dog ignored Mum and ran away with a growl. ‘What can I do?‛ Mum exclaimed. The dog had spoiled our happy 
day!
 All of a sudden, we heard some barking noise, ‘Woof! Woof!‛ ‘Mum, is that the dog…with its master?‛ 
I said, ‘Oh! That‛s your handbag!‛ A woman and that dog came forward to us. ‘I‛m extremely sorry. My dog, 
Carl has stolen your bag. Here you are,‛ the woman apologized. ‘Never mind,‛ Mum said, ‘But…ha ha! I‛ll never 
forgive you, little Carl!‛ ‘Ha ha…‛ We all felt happy at last.
 In the incident, Mum learnt that she should take care of her belongings in all circumstances.

5B Zhang Hau Yi 

Lost in the Park

 Last Sunday, Emma and her dad went to Good View Park.  Emma‛s dad liked taking photos so he took 
photos of some flowers.  Emma said, ‘Dad, can I play on the slide there?‛  Dad replied, ‘Sure.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Emma said, ‘OK!‛  Twenty minutes later, Emma wanted to drink some water but she could not 
see her dad.  She shouted, ‘Where are you, Dad?‛  She looked for him everywhere but she still could not 
find him.  She was scared. 
 At the same time, a park keeper walked past her.  The park keeper asked, ‘May I help you, little 
girl?‛  Emma said, ‘Yes. I want to find my dad.‛  ‘Tell me about his appearance,‛ the park keeper said.  Emma 
told the park keeper, ‘My dad is tall and thin.  He wears glasses, a shirt and sports shoes.‛  ‘Ok.  Ah! I have 
an idea.  I can phone your dad.  What‛s his phone number?‛  Emma replied, ‘You are very clever.  My dad‛s 
phone number is 78912345.‛  Then the park keeper took out his phone and called Emma‛s dad.  He said, ‘I‛m 
the park keeper of Good View Park.  Are you Emma‛s dad?  Emma is looking for you.  We are waiting for you 
near the playground.  Please come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at, Emma‛s dad quickly went there.  
When he saw Emma, he embraced her and said, ‘I‛m very worried.‛ Emma and her dad said ‘Thank you‛ to the 
park keeper.  Emma said, ‘I won‛t walk away next time.‛  Dad said, ‘You are my good girl.‛

19



20

　　　　項    目　　　　

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第十五屆小六學術
精英挑戰賽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8

第十二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第六十九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北區小學學界田徑比賽

第七屆全港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

第三屆敲擊樂比賽

　　　　　成    績
最佳學校團隊獎
高小級別　多元智能團隊　6A 羅頌晞
初小級別　亞軍　3B 林明心
季軍　多元智能團隊獎　3A 張子越

團體亞軍
個人獎　26 金　17 銀　2 銅

團體季軍
個人賽季軍 6A 陳致澤

初小組
小組交談項目 最佳論手獎 3B 林明心

Primary 1 to 3, Mixed Voice Choral Speaking 亞軍
Primary 3,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3D 林書羽
Primary 1 & 2,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2B 林晞堯
Primary 3,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3C 鄭思韵

小學二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 冠軍 2D 林詠權
小學三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 冠軍 3B 林明心
小學六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 亞軍 6D 黎海霖
小學六年級詩詞獨誦粵語組 季軍 6A 黃天藍

小學一、二年級散文獨誦普通話組 冠軍 2A 歐昊樺
小學三、四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亞軍 3A 張子越
小學三、四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季軍 4A 吳之韜
小學五、六年級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季軍 6D 黎海霖 6D 黎海酈

男單 季軍　5A 文逸韜
女單 冠軍　5A 方諾陶
女團 亞軍　5A 方諾陶 6A 謝綽謠 6D 鄺曼狄 賴美彤 黃嘉瑩
傑出運動員 5A 方諾陶 6D 賴美彤

男乙 60 米冠軍 破大會紀錄 傑出運動員獎 5A 顏駿宇

4×100 米 殿軍　全場殿軍  5A 顏駿宇 5A 張天晉 5B 伍兆朗
　　　　　　　　　　　　5B 張俊豪 5D 鄭柏喬 5D 李易翀

男丙 跳遠 亞軍 4A 陳帕言
60 米 季軍 4C 陳柏謙
全場優異獎 4A 陳帕言 4A 鄭啓渝 4B 李子濠
　　　　　 4C 陳柏謙 4C 鍾嘉濼 4D 李安傑
男甲 推鉛球 季軍 6C 鄧詠謙

小學個人組優異金獎　5A 胡智博 5A 朱綽蕎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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