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懷騫，可能你對這個名字會感到陌生，但若我告
訴你她就是電視廣告中跳「開心舞」那位失明的女孩，
相信你一定有印象。

二零零三年，「沙士」肆虐，人人自危；當年唸小
四的龍懷騫獲邀拍攝「我熱愛生命」系列廣告，穿上棉
襖背心、梳着孖辮、說話時視線不集中的她，羞怯地勉
勵港人，讓不少人留下深刻印象。後來，父母帶着她移
民美國，一去就是八年。

時至今日，廣告仍在播，而「開心舞」女孩龍懷騫
也已亭亭玉立。今年，她以滿分成績畢業，獲得六所大
學取錄，更獲美國頒發「總統獎」，表揚佳績。

究竟一個雙目失明的女孩怎樣克服學習的障礙呢？
除了勤奮，還是勤奮。到美國初期，她不懂英語，只有

不斷聽錄音帶，跟着一遍一遍的讀，聽得錄音機也壞了。
半年後，她終於能操簡單英語，入讀主流學校。龍懷騫說：
「生命是禮物，別輕言放棄。」

龍懷騫的堅毅勤奮，很值得年輕一代學習。當我們
對生活感到乏味、對前路感到茫然時，都應該記住這位
「開心舞」女孩的故事。

我認為無論是學習或工作，影響一個人成敗的最主
要因素不是聰明才智或際遇，而是態度。一個自我要求
高，堅毅努力的人，最終必定是一個成功的人。所謂「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同學們都為自己訂下目標，
努力奮鬥，向著標竿直跑。

　　沈耀光校長

校長的話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於 5 月 16 日到本校巡
視，除了觀課、欣賞學生才藝表演外，更為
學校主持「遠程教室開幕典禮」。

是日本校學生為首長表演中文集誦、鋼
琴獨奏及舞蹈表演，盡顯學生多方面的才華。
在遠程教室開幕典禮中，友校聖公會靜山小
學及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利用遠
程教室的設備及技術為我們作實時的表演助
慶，令典禮生色不少。

總監督陳錦臺校監題名留念

小司儀的介紹生動有趣

首長與表演學生合照 首長與老師難得聚首一堂

首長與家教會常委合照

彭芷晴與梁柏林同學
獻唱懷舊金曲

五邑工商總會首長巡校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1882 傳真：2464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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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觀課：小一生活教育課

中國舞表演 舞姿美妙

鋼琴王子鄧浩廷
表演鋼琴獨奏

中文集誦隊朗誦冠軍之作：雷雨

遠程教室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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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分享會

表揚教師計劃及家長也敬師運動

鄭麗娟副校長 劉慧蘭主任

此外，「家長也敬
師」運動已踏入第十七
屆，本校教師收到不少
家長和學生送贈的敬師
卡及網上敬師卡，當中
所表達的敬意，實在令
老師們深受感動。

本年度獲得最多敬
師卡的分別是劉婉玲老
師和鄭碧梅老師。

劉婉玲老師 鄭碧梅老師

日期 講題 機構 講者

22/9/2010 實習老師的挑戰 香港教育學院 沈耀光、鄭麗娟

4/10/2010 中文科校本課程（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李幸玲

22/10/2010 新任德育及公民教育統籌主任及教師導引課程 教育局 鄭麗娟

27/11/2010 校本課程的規劃、實施和評估 教育局 鄭麗娟

3/12/2010 中文科校本課程 教育局 鄭麗娟

13/12/2010 專題研習及分組學習（觀課及分享會） 保良局莊啟程上午校 鄭麗娟

17/1/2011 學校整體語文政策規劃 教育局 鄭麗娟

17/2/2011 中文科校本課程（觀課及分享會） 教育局 鄭麗娟

25/2/2011 小班教學分享（觀課及分享會）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

9/4/2011 小班教學研究分享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

21/5/2011 小班遊樂園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鄭麗娟

16/6/2011 粵劇欣賞與語文學習 教育局 鄭麗娟、劉婉玲

29/6/2011 英文科教學 北京教育同工
周文斌、李雪怡

劉婉玲

表揚教師計畫
已踏入第十六屆，經
由校內教師推選，獲
表揚教師為鄭麗娟副

校長和劉慧蘭主任。

劉婉玲老師為大家分
享學生的粵劇課堂

鄭麗娟副校長分享如何
在小班推行戲劇教育

粵劇欣賞及語文學習分享會

本校應邀主講小班教學研究經驗分享會

鄭副校長應邀擔任大中華地區

小班教學會議的講者

跨境英語分享課

參與學校：寧波太古小學

“Sharing Food”

施教者：本校英文科老師

過去半年，本校參
加了不同類型的遠程活動，

當中包括普通話交流課、跨境
數學解難課、跨境英語分享課及
跨校常識科時事論壇等。遠程教室
衝破地域的阻隔，擴闊了學生的
視野，促進了跨境的學術交流，
我們實在獲益良多。

「植樹問題」
施教學校：寧波朱雀小學

跨境數學解難課

2010 至 2011 年度遠程教室計畫活動紀錄

角色扮演 (東郭先生和狼 )

「認識聲調」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同學發言

跨校常識科時事論壇

本校同學發言

普通話交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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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分享德育主題活動

組別 名次 學生姓名

初級組

冠軍 ２Ｃ李家偉

亞軍 １Ａ黎詠嵐

季軍 １Ａ吳濤君

中級組

冠軍 ４Ｃ林思格

亞軍 ４Ａ張子望

季軍 ４Ｃ彭芷晴

高級組

冠軍 ５Ｃ林蘭帆

亞軍 ５Ｄ余穎琳

季軍 ６Ｃ劉思蔚

為了培養學生樂於分
享、關心他人的精神，本
校特別舉行了一至六年級
「愛．分享四格漫畫創作
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為了培養學生與人分享、
推己及人的精神，本校於 5 月份舉

辦「一人一罐頭扶貧行動」，邀請全校
學生每人捐出罐頭一罐以捐贈予區內有需
要之家庭。是次活動反應熱烈，所收集的罐
頭已經捐贈到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轄下的恩澤膳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本校同學更加獲邀到該中心參觀，了

解服務的運作。

一人一罐頭扶貧行
動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家
長
日

服務生派發鮮花，
送給每位母親。

家長與學生一同欣賞
同學的作品 ! 

家長與學生一同在雨天操
場選購書本及電腦軟件。

雨天操場之美食義賣，
家長義工忙個不停！ 沈校長主持家長會。

經過招標、試食會、數據分析、視察廠房
等程序，本校已選出「新 5 餐集團有限公司」
為下學年午膳供應商。為了教導學生珍惜食
物，減少廚餘，本校會於下學年逐步在高年級
推行課室現場分飯。

午膳供應商試食會

全校學生所募捐的罐頭

得獎者與校長合照

初級組冠軍作品：

２Ｃ李家偉

學生踴躍地捐贈罐頭的情況

到食物銀行參觀，了解服務運作

中級組冠軍作品：

４Ｃ林思格

高級組冠軍作品：
５Ｃ林蘭帆

衞生署關姑娘指導家長審視

午膳食材是否合乎標準

家長及同學們正認真地進行試食及填寫評估表 校長及家長代表到「新 5
餐」廠房視察衞生情況

本校應邀主講小班教學研究經驗分享會

親身體驗，協助
製作食物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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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科技教育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鼓勵學生運用不同的
共通能力，及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科每年會為學生舉行全方位學習參觀，學生透過參觀，
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及擴闊視野。

時事論壇
為了提高小五至小六學生的時事觸覺，

本科特別安排了時事論壇，讓他們有機會
發表對時事的意見，從而提昇多角度思維
及批判能力。

常識科學習活動
科技教育

一年級

神奇滑梯

同學很認真地評審作品。

二年級

電力發光玩具

同學們正在介紹自己的作品。

三年級

保溫盒

一邊量度雞蛋的溫度，一邊進行紀錄。

四年級

氣動賽車

加油！加油！
我們的氣動車開動了。

五年級

電動賽車

同學們正等待「電動賽車」比賽。

六年級

水火箭

要先為水火箭加氣，才能成功發射。

全方位學習活動

一年級

屯門公園及爬蟲館

同學們一起到公園進行學習

二年級
八鄉消防訓練學校

同學們很踴躍回答消防員的提問

老師帶同學參觀農場，真開心！

三年級

嘉道理農場

四年級

歷史博物館

同學與歷史文物一同合照

六年級

科學館

同學們能親自操作這個實驗

嘩！我可嘗試親手觸摸「製成品」

五年級

科學館

老師正在向學生講解時事論壇的程序

我想提問飲食業 
代表…  

輪到台下觀眾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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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5 月 13 日舉行一個
別開生面的晚上主題活動——
奇妙之夜。同學化身為智勇
雙全的地球保衞隊，合力
對付太空怪獸。最後同學
們完成任務，把
掃把星首領
ＱＱ大王趕
出地球。

戶外參觀

奇妙之夜

一年級參觀鐵路博物館

懷舊火車留倩影

二年級參觀文化博物館

巨型棋盤任我行

三年級參觀濕地公園

鳥屋細看濕地景

四年級中西區流金歲月之旅

中西方建築座落中西區街頭

太空倉內感覺新

五年級參觀太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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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至 24 日為六年級畢業營，學生與老師
在烏溪沙青年新村一起渡過了兩日一夜，為小學生
活留下難忘的回憶。

超級巨聲歌唱比賽花絮
本年度比賽氣氛熱烈，同學的歌聲

繞樑三日，得獎同學實至名歸 !

畢 業營

師生齊參與 !

最佳台風獎 – 型 !

很多支持者 !

她就是五邑歌后 !

美聲三人組 !

實力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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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入選的同
學共 112 人，他們於 10

月至 5 月期間交齊了所有功
課或只曾欠交一次，實在難能
可貴 ! 當天天公造美，大家都
玩得樂而忘返。六年級的同學
更於觀賞煙花後才回校 ! 大
家都享受了非常難忘的

一天 !

繼上學期同學可
以「星星金幣」換取小

食後，本學期同學可以競
投老師捐出的珍藏。一連
三天的拍賣會上競爭激
烈，有些物品更以底

價數倍投得呢 !

低年級大合照

迪士尼奇妙學習之旅

四、五年級大合照

六年級大合照

五年級人才濟濟

Yeah! 我們在飛呀 !

反斗車王呀 !

Yeah!

看我把怪獸都打倒了 !

天氣蠻熱呢 !

嘩 ! 這正是我想要的 !
大家為心愛物品激烈競投 !

太好了 ! 是許老師的釣魚玩具啊 ! 伍姑娘的青蛙錢箱很特別啊 !

低年級的同學競投能力也不簡單 !

最後一天的大合照

用自己的星星金幣投得的

物品果然與眾不同啊 !

「摘星計劃」老師珍藏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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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著去年的輝煌成績，本校學生本年度在各範疇的校際比賽都能續取佳績，獲得冠軍 34項，亞軍 29項，季軍 40項，

殿軍 6 項，優異 75 項，合共 184 項，成績驕人，可喜可賀。現將各獲獎學生的喜悅和各同學及家長分享。( 篇幅所限，

只列冠、亞、季、殿及團體優異獎 )

2010-2011 年度校際比賽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

獎項
獲獎學生 負責老師

學術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散文集誦小學三、四年級 冠軍 中文集誦隊 胡嘉蓮副校長、程淑賢老師

普通話詩詞集誦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普通話集誦隊 李小萍老師、鄭美玲老師

粤粵語散文集誦小學一、二年級 優良 中文集誦隊
胡嘉蓮副校長、許詠琴老師

李幸玲老師

英語詩歌集誦小學五、六年級 優良 英文集誦隊 李雪怡老師、Mr. Holman Gary

英語詩歌獨誦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6B 郭海燕 謝天賜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 6B 郭海燕 鄭永慈老師

第十一屆粤港澳伯裘盃
網上速算挑戰賽校際賽 冠軍

5A 文樂偉  6C 沈弘彥

6C 陳咏雪  6D 蔡孟熹 黃昭芸老師、 劉慧蘭老師

網上速算挑戰賽個人賽 季軍 6D 蔡孟熹

2011 屯門區小學數理遊踪精英賽  / 金獎 5A 文樂偉  6C 沈弘彥 黃昭芸老師

第一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比賽 團體賽 冠軍
5A 文樂偉  6B 楊泓熹

6C 鍾柏陞
黃昭芸老師、唐永康老師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高小組 銅獎 6C 沈弘彥 劉慧蘭主任

屯元區小學數學能力增值比賽 解難組 季軍
5A 文樂偉  6A 周文麟

6A 張銳毅  6A 吳澤熙
陳寧欣老師 、黃昭芸老師 

「亞洲杯」奧數 五年級 一等獎 5A 文樂偉

校外導師

香港中學及小學「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五年級 一等獎 5A 文樂偉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金獎 5A 文樂偉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 

二等獎 5B 麥倩寧  5B 吳藹娗

三等獎 5B 鄭雅文

第五屆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 銀獎 5B 鄭雅文

「小學趣味科學比賽讓種子飛」活動 常識問答冠軍 冠軍
6D 葉凱琳  6D 張子健

6D 徐啟名  6D 楊成鋒
陳敬文主任、吳菁儀老師

第三屆全港中小學生電子學習檔案大賽  / 季軍 6C 譚凱文 黃昭芸老師、陳惠蘭老師

體育

第十四屆屯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男子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 、朱偉恒老師 

鄭永慈老師 、葉德昌老師

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女子田徑隊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女子田徑隊

女子甲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田徑隊

男子甲組 4x100 米 優異 男子田徑隊

女子乙組 100 米 冠軍 5A 劉嘉敏

男子甲組鉛球 亞軍 6D 王宙

女子甲組壘球 季軍 6C 吳凱殷

男子甲組 400 米 季軍 6C 鍾志凱

男子甲組跳遠 殿軍 5B 劉迪威

女子甲組 100 米 殿軍 6A 鄭珈宜

男子乙組壘球 殿軍 5A 張健朗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及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朱偉恒老師
深培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及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

邀請賽
男子組及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女子田徑隊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

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米 季軍 男子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

女子組 4x100 米 冠軍 女子田徑隊 朱偉恒老師

青松侯寶垣中學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4x100 米 冠軍 男子田徑隊 羅志光老師

女子組 4x100 米 季軍 女子田徑隊 朱偉恒老師

第十屆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九人足球比賽 冠軍 6D 王  宙
陳敬文主任、葉德昌老師

屯門區小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 九人足球比賽 季軍 足球校隊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推廣 2010 分區錦標賽 男子 F組 冠軍 1C 曹家健
校外導師

屯門區青少年足球大比拼  / 冠軍 1C 曹家健8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 亞軍 女子籃球校隊 朱偉恒老師

男子組 優異 男子籃球校隊 羅志光老師

強者之戰 男子組 冠軍 6D 黃灝霆
校外導師

第十一屆康文盃籃球錦標賽 男子組 季軍 6D 黃灝霆

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團體 優異 乒乓球校隊 鄭永慈老師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6C 鍾志凱 朱偉恒老師
男子甲組四式接力 亞軍

第十四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男甲 團體 優異 男子游泳隊

朱偉恒老師

女甲 團體 優異 女子游泳隊

男甲 自由泳接力 殿軍 男子游泳隊

男甲 50 米胸泳 冠軍 6C 鍾志凱

女甲 50 米胸泳 亞軍 5D 黃祉彥

女甲 100 米胸泳 亞軍 5D 黃祉彥

友會聯賽
50 米胸泳 冠軍

5D 黃祉彥

校外導師

50 米蝶泳 季軍

屯門區水運會 2010 四式接力 (4X50) 季軍 5D 黃祉彥

少年游泳自我挑戰日 (第一期 )
25 米蝶泳 最佳成績

5D 黃祉彥
25 米胸泳 第三名

少年游泳自我挑戰日 (第二期 )

25 米胸泳 最佳成績
5D 黃祉彥

25 米蝶泳 第二名

25 米捷泳 第三名 6B 趙煒良

少年游泳自我挑戰日 (第三期 )
25 米背泳 第二名

6B 趙煒良
25 米捷泳 第三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0 4X50 捷泳接力 亞軍 6B 趙煒良

慶祝黃埔體育會成立 10 周年游泳錦標賽

50 米背泳及板賽 銀獎 2A 陳子樂

自由式接力及四式接力 銀獎 6D 帥詠恩

4X50 米自由式及四式 銅獎 3A 溫冉瑜

黃大仙區 (街坊盃 )游泳錦標賽 自由式接力及四式接力 銀獎 6D 帥詠恩

泳濤新春盃 2011 暨台灣慧行盃遴選 4X50 米自由式及四式接力 季軍 3A 朱寶婷

2010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女子幼童組長器械 亞軍

3C 盧穎欣
女子幼童組套拳 季軍

2010 香港跆拳道套拳比賽 色帶組 季軍 2A 羅晞彤

第十三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男子中童組短器械 亞軍 6C 冼浩生

屯門功夫群英會 男子小童組短器械 季軍 6C 冼浩生

全港公路繞圈賽 男子組 11 至 13 歲 季軍 5B 蔡鈞樂

舞蹈及視覺藝術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 甲級獎 舞蹈校隊 蔡穎欣老師、校外導師

屯門區第二十五屆舞蹈比賽 中國舞 銀獎

藝林雅集拉丁舞 10 歲以下單項
鬥牛 森巴 金獎

5C 劉穎琳

校外導師
喳喳 倫巴 銅獎

第 24 屆葵青少年舞蹈賽  / 甲等獎
3A 溫冉瑜

荃灣區舞蹈大賽 東方舞少年組 銀獎

「單親雙親互關心」填色比賽 高級組 亞軍 2B 馮樂欣 林嬋老師、蔡穎欣老師

第十三屆冰雪情國際書畫展大賽 / 銅獎 2B 李瑞榮
校外導師

中華藝術英才獎全國書畫大賽 少年組彩粉畫 銅獎 2B 李瑞榮

音樂

「新聲盃」中樂合奏比賽 初級組 季軍 中樂團
劉婉玲老師、關子筠老師

第十屆全港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唱比賽 優異 民歌隊

2010 莫札特效應鋼琴大賽 莫札特組 冠軍

3B 鄧浩廷 校外導師

紫荊花盃——第三屆學界藝術人才選拔賽 兒童組 冠軍

小小慈善音樂家
考試八級組 冠軍

奏鳴曲高級組 冠軍

第二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 公開賽 -- 八級組 亞軍

大興及山景分區才藝大賽 2010  / 亞軍

MF 音樂聯賽 2010 小學 6-8 級組 季軍

屯門中西器樂比賽 2010 鋼琴新苗組 季軍

2011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總決賽 ) 兒童組 銅獎

2010 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大賽 八級組 第四名

2011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少年組 金獎
3B 鄧浩廷

校外導師

中童組 金獎

兒童組 銀獎 3A 楊健聰 3A 吳卓峯

中童組 銀獎 5B 吳藹娗

兒童組 銅獎
3B 謝卓瑩 3C 陳競賢

4B 林沛謙

第六十三屆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獨奏 -二級 冠軍 4C 彭芷晴 關子筠老師

新聲盃 中樂獨奏 三等獎 5D 黃祉彥 校外導師 9



傑出校隊

經過全校師生及評審團投票，3B 鄧浩廷同學在 10 位「五邑之星」
脫穎而出，成為「五邑星中之星」，可喜可賀。

獎項 得獎人

五邑星中之星 3B 鄧浩廷

五邑之星
3C 盧穎欣  4C 彭芷晴   5A 劉嘉敏
5D 黃祉彥 6B 趙煒良   6B 郭海燕
6C 沈弘彥 6D 黃灝霆   6D 王  宙

朗誦

榮獲 1 項冠軍 3 項季軍 19 項優異

田徑

榮獲  11 項冠軍 1 項亞軍 5 項季軍 5 項殿軍 9 項優異

數學

榮獲 6 項冠軍 2 項亞軍 

 4 項季軍 4 項優異

籃球

榮獲 1 項冠軍 1 項亞軍 1 項季軍

足球

榮獲 3 項冠軍 1 項季軍

游泳

榮獲 4 項冠軍 13 項亞軍 9 項季軍  5 項優異

音樂

榮獲 7 項冠軍 5 項亞軍 

 7 項季軍 17 項優異

五邑星中之星選舉結果

舞蹈

榮獲 2 項甲級獎　2項金獎

 2 項銀獎 2 項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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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家長教師會

會
訊 2011 年 8 月

地址：屯門蝴蝶邨兆山苑   電話：24671882   傳真：24642977   電郵：mail@fdccys.edu.hk   網址：www.fdccys.edu.hk

各位家長：

轉眼間，第五屆家長教師會已為本校家長服務接近兩年了。尤記得初上任時，本人
以戰戰兢兢的心情去迎接家教會主席一職，幸得校長、各位常務委員、各位家長義工的
支持，才能完成不同的任務。每當看到我們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換來了一張張學生燦爛
的笑臉，心裏不禁甜滋滋的。在此，我要感謝各位家長鼎力的支持、各位義工辛勞的付
出、各位委員熱心的參與，更要感謝校長對家教會的信任及勉勵。 

下學年，家長教師會將會進行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我盼望家長們踴躍參選，
薪火相傳，為學生的福祉及促進家校溝通而努力。

下學年，本會將會擴充家長資源中心，又會為家長舉行各類家長活動（如家長講座、工作坊、
親子班及義工活動），務求能進一步促進家校的溝通及合作，最後使我們的子女健康地成長。我盼望家長能繼續支持
我們，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及義務工作。

祝各位家庭幸福、生活愉快 !

譚敏潔

主席的話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
捐贈了 $24,000 給學校，

以作學生的福利事宜，其中有
$13,000用來添置中樂團樂器（如
古箏及楊琴），供團員在校內樂
器室練習用，以積極推動中樂團
的發展。

家
長
教師會的

捐
贈
  

揚琴練習室古箏練習室

校內的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家長義工的協助實功不可沒。本會
十分感謝每位家長義工對學校及學生的無私付出。而本會每年亦會為
家長提供不同的興趣班和聯誼活動，藉此加強彼此的溝通和聯繫。

家長義工隊

家長義工大募集 !

家長義工進行美食

義賣工作

兩位家長義工主持農曆新
年擺設及吊飾手工藝班

家長義工聚精會
神地學習書畫。

沈校長與家長義工閒話家常

本年度校內陸運會師生親子
接力賽已於 2011 年 3 月 1 日順
利完成。當天有沈校長、7 名教
職員、24 名家長及 8 名學生，
共有 40 名參賽者參加比賽，場
面熱鬧。經過一輪龍爭虎鬥，最
後由沈校長聯隊奪魁。

校內陸運會
師生親子接力賽

奪魁隊伍大合照 11



今年的親子一日遊地點為赤柱、
山頂及金紫荊廣場。 於赤柱大街遊
覽時，大家更是「大出血」，購買了
不少地道食品，盡興而回。

親子一日遊

老師們也來個忙裡偷閒

遊山頂後到酒樓吃午飯

本校於 2011 年 7 月 11 日舉行畢業禮，各小六同學當
天精神抖擻，穿著整齊的畢業袍出席。全體畢業同學上台
接受校長及老師的祝福，場面溫馨而感人。各畢業班還預
備了精彩的表演，送給學校及老師。

畢業禮

主禮嘉賓

一年一度之謝師會場面溫馨，各畢業同學
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與老師們聯歡聚餐，暢
談課堂逸事，更拍照留下難忘的時刻。

謝師會

教師享用美食

開餐了 !

與葉明美老師一同留倩影 !

6C! Yeah!

We are super girls !

謝師會海報設計比賽得獎者

家長臨別依依 ! 

家教會常委大合照

想不到在山頂也碰到

心愛的卡通人物 !
大抽獎的幸運兒由家教會譚主席及章副主席抽出

到赤柱了 !

不是印刷出錯，而是當天實在體驗到騰雲駕霧的感覺 !

沈校長致訓辭

畢業生楊樂芝家長
分享感受

畢業生代表致辭

葉明美老師分享
畢業班感言

畢業同學的精彩表演

六年級傑出學生吳芷晴
及家長與沈校長合照

沈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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