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18年 3月 14日至 18日是「香港百人學生一領帶一路小學陝西
之旅」舉行的日子。在這幾天，本校 32名五年級學生聯同海壩街官立
小學及香港南區官立小學，合共一百多名師生，浩浩蕩蕩地到了陝西
省西安市進行交流活動。為了認識我國的歷史及文化，團員遊覽了鐘
鼓樓、慈恩寺、古城牆、漢陽陵等古蹟，更參觀了舉世無雙的秦始皇
兵馬俑。尤其難得的是，團員有機會到西北大學聆聽考古學教授的演
講，並親身在大明宮考古探索中心模擬考古發掘的情況呢！

5A 周家齊
在這次旅程中，我最感興趣
的就是到兵馬俑參觀。我們親
自製造了一個「小小兵馬俑」。
雖然我做得不太漂亮，但我也
十分高興。
我十分感恩學校可以安排我們
到西安交流，因為我在這次交流
我學會了團隊合作，在旅途上和
團員互相幫助，我十分感謝老師
在這幾天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
顧，令我們有一個充實而又愉快
的學習旅程。

5A 林鈺城
在這次交流裏，我去了許多有
歷史價值的地方，其中令我印象
最深刻的地方是秦始皇兵馬俑博
物館。兵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
蹟，那裏有無數的兵馬俑肅穆地
站在我們面前，細心一看，其實
每一個兵馬俑都有獨特的神態，
有一些兵馬俑神情嚴肅，帶着威
嚴的目光； 
在這次交流活動中，我除了學會
大量的歷史知識外，更學會了如
何照顧別人及互相關心和分享。

三天交流之旅讓我們學會同學間互相關

心，互相幫助。我們學到了很多書本上沒

有的知識，令我們獲益良多。最令我組難

忘的，是與沙面小學的同學一起上音樂課

和英文課。我們體會到不同地方的生活習

慣和學習方式，令我們大開眼界。雖然他

們英文課的教學內容比我們的簡單，但他

們很投入學習，而且很守紀律，值得我們

學習。我很感恩校長和老師給我們這一個

難忘的學習機會，希望下次可以再到不同

的地方作交流。

4C 伍偉亨、4E 甘卓謙、4A 嚴珮嘉、4B 利愷晴、

4B 張曉瑩、4C 陳子嵐
4A 黎榮譽、4D 梁家樂、4A 馬詠歡、
4C 馬文希、4B 馮鍁鍁、4E 陳依晴

沙面小學的同學很友
善，課堂有趣，他們還
帶我們遊覽沙面島，讓
我們認識了很多西方建
築的特色；這次旅程，
我們學會了與組員一起
相處，學習到做錯事要
承認錯誤，要懂得寬
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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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中華文化
體驗嶄新科技

創 新 意 念 遍 校 園

為了讓學生認識上海的歷史、文化和古
今中外的建築，並了解上海科技與

日常生活的關係，本校參與由教育局舉
辦的「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及高

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活動，讓學生走出
課室，親身前往上海進行實地考察。

此行共有 99位師生一同參與三日兩夜的交流活動
，活動已於 2017年 12

月 13日至 15日順利舉行，同學們都很享受這次學
習的旅程。

6C 岳艷     
上海，這座美麗的大城市，任誰都

想去瞧一瞧。
這次去到上海，我們參觀許多景點，

也和上海當地的學生交流。我們去過

的景點有上海外灘、上海科技館、東

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等，去過的每一個

景點都令我們大開眼界。但令我最大

開眼界還是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當

時我乘搭著電梯，到達了兩百六十三

米的高空，從上往下看，上海美麗的

夜景，就浮現在我的眼前，欣賞着上

海的夜景，心中不禁感嘆，上海真是

個美麗的大城市啊！這就是我印象最

深刻的「東方明珠」。

我很感謝各位老師和校長在這幾天

對我們的照顧。感謝老師們在百忙之

中抽取了時間陪伴我們。

6D 王鍶鍶     
十二中旬，教育局和學校組織了一

次為期三天兩夜的上海之旅。在這三

天裏，我們去了上海許多的著名景點

和名勝古蹟。其中，上海的一條老街

令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田子坊。

田子坊位於上海泰康街 210弄，它

是由上海特有的石弄門建築羣改建而

成的。我們由五號門進入了田子坊。

一踏進田子坊，我們便迂迴穿行在迷

宮般的弄堂裡。這時，一家家特色小

店和藝術弄坊就在我們的不經意間映

入了我們的眼簾。

我們一邊聽着導遊的講解，一邊看

著街邊小店裏的奇特商品，下完雨

後，空氣裏的那種清新的泥土味鑽進

了鼻腔裏，時間也就在這不知不覺間

飄走了。
很快，便到了回程的時候。臨走前，

我在這充滿老上海氣息的街上買了一

盒明信片。這盒明信片，似乎也有那

種泥土味，讓人聞起來很舒服。真希

望時間永遠停留在這一刻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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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國舞組於以「納西娃娃」舞參
加了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在
導師和同學的努力下，我們勇奪了甲等
獎，大家都十分高興，真不枉我們的積
極付出和刻苦訓練！

5A 許曉晴

今年我已經是第五年參加舞蹈比賽了！幸好這
次我們沒有辜負導師的期望。我很感謝何老師的
教導，要不是她，我們便拿不到好成績。

5B 石浩欣

我們在這次的舞蹈比賽中奪得甲等獎，我要感
謝我們的舞蹈老師何老師和葉校長。因為何老師
教導我們跳這舞蹈，而葉校長就支持和鼓勵我們。
所以我們才能跳得這麼好，取得好成績。

Hi, I am Morris from 6A. I like acting 
on stage. In the play, I act as Charlotte 
Holmes,grandson of Sherlock Holmes. I 
am a detective too.  I solve mysterious with 
my partner Watson. We look for signs and 
clues carefully. We always 
solve mysteries in no time. 

Hi, I am Uni from 5B. I like joining the English 
Drama Club. I learn to use facial expressions 
and body language to show emotions. 
In the play,  I act as Mrs Waffle, a beautiful 
lady working in the Science Museum. The 
museum is closing down and a dinosaur 
has been stolen. Can someone help solve 
this mystery?

我校的合唱團在第七十屆學校音樂節小學
合唱隊比賽（初級組）連續兩屆榮獲季軍，
更以 90分優異成績取得榮譽獎。

2A 陳思因

我很高興在比賽中得到季軍，因為我們合
作、奮力地合唱。比賽前逢星期二、四早上，
都不斷練習，老師又為我們準備了「練氣
卡」，提醒我們在家中也要練氣。我很感謝
黃老師、奚老師和司徒老師的教導，
也很感謝各位老師、主任和校長的
鼓勵和信任，亦很感謝各位家長對
我們的支持。希望我們在來年也能
得到良好的成績。

2D 吳曉晴

我感謝老師讓我有機會加入合唱團，感謝
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參加比賽讓我有新的
體會，我覺得很開心！

本年度的運動會已於 2018年 1月 25日
順利舉行。這是全校參與的活動，學生除參
與最少一項比賽項目，還有啦啦隊比賽，學
生全情投入活動，比賽氣氛濃烈，歡呼聲與
打氣聲此起彼落。本校邀請了香港跨欄代表
運動員馮鎮宇先生示範跨欄動作，馮先生還
即席教導本校學生起跑動作，使我們師生獲
益良多。

5B 孫慧悅

部分同學在運動會時發出喝倒采的聲音，
其中一個就是我。當葉校長在早會說出為同
學打氣、呼歡及拍掌的意義後，我才發現自
己做錯了。我感謝葉校長的循循教導，我會
吸取教訓，要求自己做得更好。

3B 張佩淇

在今年的運動會中，雖然我拿不到獎，但
我的好朋友拿到兩個獎，我為她感到高興。
我覺得健兒們永不放棄，迎難而上的體育精
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Mystery of the Missing 
Dinosaur Bone

6A Morris 

5B Uni

中國舞

STEM 綜合科學
探究日

P.2

為了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學校於 2018
年1月30日期舉辦STEM綜合科學探究日。
學生進行不同主題的設計，運用簡單的實
驗技巧，並使用數據進行分析。活動能提升
同學們對科學探究的興趣，他們均期待再參
加類似的活動。

6C 劉敏銳

我和組員一起進行實驗，雖然遇到許多挫
折，例如：氣球發射不到，繩子不夠長，不夠
直⋯⋯但幸好我們能立刻找出解決的方法。
正式比賽時，我們班竟然反敗為勝！當時
我們都興奮不已。經過這次的比賽，讓我認
識到 STEM學習不但要有好的策略，還要
有一顆不畏困難和團結合作的心。

6C 陳芷恩

上一次的 STEM實驗活動中，我和組員努
力地尋找失敗的原因和補救的方法。經過無
數次的改良，我們終於獲得了冠軍，還高興
得跳起來！ 

English Drama

運動會

恩師勤育英才
學子堅毅創新

合唱團



5A 陳逸洋

知道我們獲得綠色學校大獎金獎的時
候，我不禁高聲歡呼。
我很慶幸我能夠從不同的層面認識環
保，在常識科上，我學會了塑膠回收的
步驟以及如何分類各種塑膠的特性，協
助香港的回收事業。另外，我也是綠得
開心環保大使的其中一員，我在集會課
程之中學習到如何將物品升級再造，又
從不同的參觀活動及學習活動中獲得不
少的環保資訊，使我能夠在生活上套用
到在學校學到的各種知識，成為一個環
保的實踐者。

3A 林上哲

今年學校提倡護脊操運動，我感到對
我們的生長有很大的益處。透過和家人
一起做護脊操，不但令脊骨健康生長，
而且拉近與家人的關係，真是一舉兩得。

2B 孫碧欣

每逄星期天，我都會和家人一起到公
園練習護脊操。完成護脊操後，我們一
家人都很開心。

5A 周卓筠

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六百多人之中脫
穎而出，成為校園藝術大使，為藝視日
拍攝吊飾製作短片。未來的日子，我會
盡我所能宣傳文化藝術，讓更多同學明
白藝術的核心價值。

5A 許佩嘉   

今年我有幸成為本年度音樂科校園藝術大
使，我的職責是在學校推廣音樂文化，我會
協助老師推廣音樂活動，介紹及分享自己的
經驗，把音樂文化傳遍校園。另外，我身
為管弦樂團團長，必定會以身作
則，努力練習樂器，盡力於演出
中做到最好。感恩有一班志同
道合的管弦樂團團員與我一同
努力，亦感恩學校給我的支持
及鼓勵，我一定會盡力做
好音樂大使的本分，提升
同學對音樂的興趣。

P.3

綠色學後大獎——金獎

環保獎項 2017

我們透過簡單的體驗活動，了解貧窮
的成因和情況，繼而以互動遊戲決定貧
富身份，分發不同的食物作為午餐，培
養惜福和感恩的態度。

「貧者」的學生坐在地上吃手上唯一一片
的麪包

 「富者」的學生坐在餐桌上享用豐富的午餐

貧富一餐

護脊操

校園藝術大使 體育大使音樂大使

4B 成駿熙

我是體育大使，逢星期一的小息，我與其
他體育大使一起在禮堂當值。在小息時，我
們把繩子、呼拉圈、乒乓球拍及室內冰壺用
具放在合適的位置，等待同學來參與活動，
並協助維持秩序，讓同學享受做運
動的樂趣。此外，我會透過廣播，
宣傳校內體育活動或體育知識。
成為體育大使讓我感到很快樂，
更明白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
道理。

校園生活展繽紛 音樂藝術體群美

體驗愛與關懷
實踐健康生活

體驗愛與關懷
實踐健康生活



一年級 冠軍
1D 利天男

To sharpen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we have nominated 
students to join the Posties Little Journalist Programme host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me of our students'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Posties. It is really encouraging! Let's 
take a look at TKOGPS journalists' writing.

6A Tang Kit Fung
I am passionate about 
helping others. I think it 
is the most meaningful 
j o b  i n  t h e  w o r l d . 
W e  c a n  g e t  s e n s e 
o f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b y  h e l p i n g  p e o p l e 
overcome their adversities and 
difficulties. Also helping others can 
make our thoughts and attitude be 
more positive. We can be more 
cheerful too. We can help people 
anytime and anywhere. Just take a 
look at our home, we can help our 
parents with housework. Washing 
dishes, sweeping the floor and 
folding clothes are easy for us to 
do. Try to do these at home. At 
school, we can work as a prefect or 
a monitor and help teachers take 
good care of students. 
Helping people can make our world 
more beautiful and colourful.

5A 潘貞瑩
今次我十分高興能參加花卉展覽學童
繪畫比賽。剛剛開始作畫的時候，我不
知道該從何入手，經過細心的觀察後，
我便找到了題材。而且，在這個輕風吹
拂的景緻中，我慢慢地變得越來越享受
繪畫的時刻，這次的寫生經驗令我體會
大自然的美，亦提高了我對繪畫的興趣。

5B 石鑫泳

是次獲得功課袋設計比賽亞軍，
我感到十分榮幸。

於這次比賽當中，我對學校的認
識比以前更加深厚，我覺得學校並
非一個單純為了學習而設的地方，
而是一個建立知識技能及正向思想
的地方。我會更用心思考和繪畫作品，
希望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呈現在自己的作品上，感染身邊的人。

我的設計理念是學校就好像我們的大盾牌一樣保護我們和教我們知
識。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讓我們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可以飛得更遠。

學生佳作分享

Two articles from our students
published on Posties (SCMP)

中文科
透過「以說帶寫」方
式，配合「一分鐘短講」
活動，引導學生構思「感
恩‧愛校園」主題的新
詩，培養學生的寫作能
力及興趣。

6A Tai Natalie
I am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Doing 
sports is a good leisure activity. It 
is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I can 
be strong and I won't be sick easily. 
I can do sports with my friends to 
improve our friendship. I can do 
sports with my family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I feel very happy when 
I do sports. It is a good way to relax 
myself.
I always encourage my friends to do 
sports. It is the best medicine to live 
happier and healt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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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冠軍
6B 梁靜芸

我是一顆種子，
在我最需要養份時，

是老師把我埋進知識的土壤，

是同學們給予我溫暖的陽光，

是清潔工為我澆上潔淨的水份，

讓我長成了一棵幼苗。

我是一棵幼苗，
在我遭受風吹雨打時，

是老師伸出寛廣的肩膀，

是同學們送上窩心的安慰，

是校工露出慈祥的笑容溫暖我，

讓我長出更出綠葉。

我是一棵小草，
在我被大風吹得迷失方向時，

是老師重新給我明確的指引，

是同學們和我一起探究出路，

是社工為我點燃所有的路燈，

讓我成功地開花結果。

因為這溫馨又美好的校園，

我能健康地成長。

感謝我那像百科全書般的老師，

感謝我那像兄弟姊妹般的同學，

感謝我那像陽光般溫暖的所有校工，

衷心感謝這座我最愛的校園。

童 學 樂 園 齊 分 享 創 新 意 念 遍 校 園

1B 梁喬甄
由於是次設計比賽主題是陸運會，於
是我便聯想到頒獎的時刻便以頒獎台為
主題。為突出共五個的比賽項目，便利
用了常見的五環形狀來表達。我更用了
彩虹色來填滿，使背景更加色彩豐富和
富喜悅感。

1B 區若霖
我的作品以不同的體育競賽項目為
主，同學透過參與不同運動項目，
享受和投入比賽，發揮體育精神，
並帶出運動會熱鬧的氣氛。

5A 周卓筠
我的場刊封面設計主要有同學參與
跑步和跳遠比賽，啦啦隊為比賽中的
健兒打氣，互相支持和鼓勵，突顯運
動會的熱鬧氣氛，此外，可體會大家
積極投入各活動，享受運動的樂趣。

感恩 ‧ 愛校園  寫作比賽

學校是知識的寶庫，
老師像寶庫的鎖匙，
當我困惑時，
開啟了我的頭腦，
引導了我的成長道路，
我衷心的，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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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