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一期的琛訊跟各位提及「在 2015 年 3 月初能把校外評核報告上載到學校

網頁……」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本校的網頁呢？本校已把整份由教育局質素保證

及校本支援分部校外評核隊伍評定本校表現的「驗身」報告上載到學校網頁，以供各

位家長、坊鄰友好及教育同行查閱。

　　校外評核報告對本校在「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及「學生表現」四

大範疇的表現作出了說明。由於篇幅所限，我現在只跟各位談論當中的一、二點，實屬片言隻語，

只能管窺個別的內容，各位要一睹「校外評核報告」的全貌，務必到本校網頁閱覽相關的內容。

　　就「管理與組織」方面，近年來，本校各科組藉著「策劃－推行－評估」的理念來因應學校的

關注事項、科組的發展需要來規劃各項工作，亦著意於從「評估」回饋「策劃」，所以，質性和量

化的分析是較仔細，本校的表現是獲得認同。在這基礎上，本校將持續發展，力臻完善。

　　在「學與教」方面，校外評核報告指出「大部份教師課堂準備充足，能掌握教學重點，講解清晰，

活動安排流暢。」儘管如此，本校教師亦明白在課堂教學上仍有可改善之處，本校會持續優化課堂

教學，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以讓學生進一步發揮和延展才能。同時，有關的項目亦會成為

下一學年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以再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使學生能更有效地學習。

　　至於在「校風及學生支援」上，校外評核報告指出本校致力透過午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德

育講座和各項活動，以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良好的品德，提供愉快的校園生活，讓學生健康地

成長，而有關的工作是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本校將在現有的成功之上深化各項工

作。

　　校外評核報告多處認同本校在過去幾年間的努力，亦肯定了本

校一些工作的表現，相信是本校各持分者所樂見的。校外評核

報告指出本校有成效的地方，本校實不感自滿；相反，本校

仍要在不足之處改善求進，務求能為各就讀於本校的學生

提供更適切和更優質的教育服務。

　　各位家長，本校創校已二十五年了！在迎接銀禧

校慶的同時，這份學校的「驗身」報告，正好說明

本校對辦學的堅持、對提供優質教育的執著，是走

對了方向！今後，本校將更邁向學習型組織。從

學習理論到課堂實踐，從教學法的研究到教學成

效的評定，都會進行更仔細的分析，以了解學生

學習的關鍵特徵、學習的難點，並就不同學習

者的學習需要、學習特質，提供更適切和具個

別化的教育，讓各學生能更有效學習，讓各老

師的教學更有成效。

校
長的
話

「現代小學數學課堂活動設計比賽」
( 初小組 ) 亞軍 陳廷軒老師

學校的成
就 !

老師獲獎了 !

eClass 港澳區中小學教學設計比

賽 2015 ( 小學團體組 ) 季軍

陳廷軒老師、林浩峰老師、

廖嘉偉老師、歐陽錦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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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為我們服務的人」

大家知道校工叔叔、嬸嬸、書記，老師是負

責什麼工作嗎？二年級同學在全方位學習週

中實地觀察和訪問了工友、書記和教師助

理，明白他們辛勞地為大家營造一個良好的

學習環境。為了表示感謝，同學們還設計了

感謝卡送給他們呢！

三年級「我是漫畫家」
「多啦 A 夢」、「老夫子」是你愛看的漫畫嗎？

三年級同學在全方位學習週中學做漫畫家。同

學們除了創作漫畫外，還得到本地漫畫家司徒

劍橋先生親臨本校分享創作漫畫的經驗。各位

同學，在 7 月舉行的學生作品展中，看看你最

喜歡哪一個漫畫故事吧！

給同學們一個愉快、有趣、富意義的學習經歷

一年級「遊戲大全」
小朋友很喜歡玩遊戲。一年級同學通過「遊

戲大全」主題，認識古今流行的遊戲，從玩

樂中明白不管是兩個人，又或是和一班同伴

們一起，只要大家遵守遊戲規則，相親相

愛，就可以樂趣無窮。

2



四年級「異域求生記」
大家試過在野外迷路嗎？不用怕！四年級同學身體力行，經

過日曬雨淋、蚊叮蟲咬後設計的《求生錦囊》一定幫到你。

內容有應用指南針和 GPS 的「認路好方法」；教你搭建「求

生蝸居」；尋找保溫好方法的「保溫物料大測試」；還有「自

製濾水器」。下次到野外郊遊，記得帶備《求生錦囊》，或

者帶一位四年級同學就「唔駛怕」！

五年級「我是發電王」
學校每月電費超過一萬元，財政陷入赤字危

機，校長請五年級同學幫忙設計發電裝置，解

決學校用電問題。同學們創意無限，有單車發

電機、有籃球場發電板、有發電搖搖板，甚至

有發電沖水馬桶。今天的創意，可能就是明日

的科技！你最喜歡哪種發電裝置呢？

六年級「誰是大力士」
「快 D ！快 D ！快 D ！」六年級的打氣聲響遍操

場。6A 至 6E 班的同學花了四天努力地研究，不

停地測試，改良再改良，就是要研發出一個「大力

士機械人」，代表自己班角逐「誰是大力士」比賽。

大家知道作戰到最後，哪一班獲得冠軍呢？

大力士就在 6E 班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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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學校參與由廣東省教育廳及香港教育局合作推行的「香港　教師赴內地交流協作計劃」，此計劃共有三個

主要目的 : 
1) 建構內地與香港英文科教師的專業交流平台，促進彼此的專業發展； 
2) 通過雙方的緊密協作，探討不同的教學法及課堂實踐方式； 
3) 促進教師的課程領導和教研能力。

　　在 2015 年 4 月 14 日，由廣東省教育廳交流合作處 ( 處長 ) 及香港教

育局校本專業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所率領的團隊到訪本校，進行一整

天的專業交流活動。到訪嘉賓於上午時段出席由校長、副校長、課程發

展主任及英文科科主任安排的簡介會，並於會後進行觀課活動；在下午時

段，到訪嘉賓由本校同工帶領參觀校舍，再與學生代表進行面談，加深了

解香港學生的學習情況。校方更安排學生表演環節，當中包括英詩朗誦、英

文故事演說和英語布偶劇，讓他們欣賞到本校學生在英文科的傑出表現。欣賞

過表演節目後，本校全體英文科老師還可以跟到訪嘉賓作教學上的專業交流，雙

方都獲益良多。 到訪團隊與本校同工來一張大合照。

觀課後，雙方在教學上進行
專業交流。

精彩的英語布偶劇表演 ! 參觀校舍。謝校長向各嘉賓簡介學校的特色。

　　鳳溪公立學校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在鳳溪創新小學舉行「香港與

佛山中小學姊妹學校締結儀式」，當天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 SBS 太平紳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教授、廣東省教育廳李亞娟副巡視員、廣東省

佛山市人民政府麥潔華副市長、廣東省佛山市教育局毛永天局長蒞臨

主禮，見證兩地學校進行結盟儀式。

　　儀式完結後，姊妹學校分享交流經驗，藉著兩地   學生的表演和

交流，互相學習，以了解兩地的教育制度及文化特色，從而拓闊老師

與學生的視野，提升學與教素質。

　　本校與佛山市高明區滄江中學附屬小學結為姊妹學校，當天，本

校師生與姊妹學校師生進行交流活動，雙方作初步認識，共度愉快而

有意義的時刻。

姊妹學校師生齊合照，讓大家                                                                             
記著這一刻的相聚 ! 

學生互相分享校園學習生活 !
佛山市高明區滄江中學附屬小學黃國東校長

與本校謝盛業校長簽署結盟後合照留念。

4



本校於十二月為五年級學生舉辦了「台灣四天環保學習交流團」，好

讓他們對台灣的環保發展及生態保育有更深認識，同時有助他們反思

現時香港的生活應如何與環保聯結，也可讓他們了解台北人民生活風

俗與本港的異同。

親身體驗地震的威力

節能屋內的單車發電機
同學正進行垃圾分類

LET'S GO TO

TAIWAN

我
很幸運能夠在眾多申請同學中甄選成功，參加了四天的台北環保交

流團。在這幾天的行程中，我認識了很多台灣的文化及環保知識。

而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到防災科學教育館參觀。那裏的地震體驗區，

讓我們親身感受到地震的威力。此外，到慈濟資源回收站參觀，使我認識

了很多環保的資訊，明白了如何將垃圾分類。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充

實而愉快的活動。同時也很感謝在這四天悉心照顧我們的老師和領隊。                              
5E 吳禮勤

在這次的台灣環保交流團中，我對台灣的環保知識加深
了很多，也知道了台灣學校對環保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們曾到內湖垃圾焚化廠參觀，令我明白了焚化廠內的設

施和運作。此外，我們還去了台北市立動物園，原來動物

園除了有不同種類的動物外，還有一間節能屋。在導賞員

的介紹下，我認識了動物園內的環保設施。這次交流讓我

獲益良多，我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次參與境外交流活動。                                                      
5D 曾家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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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潔芳老師

　　2015 年 4 月 28 日早上，我代表香港出發前往美國華盛

頓 州 雷 德 蒙 德 市（Redmond, Washington, USA） 參 加 一

連 四 天 的 微 軟 全 球 教 師 論 壇（Microsoft Global Educator 
Exchange）。雷德蒙德市位於美國的西岸，與西雅圖只有半小

時車程的距離，亦是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的總部所在地。

　　 本 年 度 論 壇 的 主 題 是 勇 敢、 勇 氣 和 領 導 能 力（Bravery, Courage and 
Leadership）。到達後第一個活動是歡迎酒會，我們可以和來自世界各地總共

87 個國家的 250 位老師互相認識，場面盛大。在接下來三天的活動中，有主題演

講、教學活動設計分享、老師協作交流、應用軟件培訓、科技產品展示、參觀科

技與教學博覽、以及與行政總裁 Satya Nadella 的真情對話等等，其中與老師協

作交流更是一項大大的挑戰。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師會被分派成五至六人一組，並

在指定時間內根據大會的主題設計一個跨國的學習活動，由於我們是來不同地方

的老師，大家都有各自的方言、文化和背景，要取得共識去設計一個大家都合適

的學習活動，真是一項難度極高的任務。

　　教育論壇的尾聲便是閉幕儀式暨頒獎典禮，大家都趁著這個機會，和新相識

的老師合照及互相交換聯絡方法。晚會過後，這四天緊湊的全球教師論壇便結束

了，在這次的論壇中，我可以和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老師協作及互相交流教學經

驗，真是令我眼界大開，我有幸能參加這次的盛會，實在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

微 軟 全 球 教 師 論 壇（Microsoft 

Global Educator Exchange）

我的組員（包括有來自新西蘭、法國、希
臘、沙地阿拉伯及危地馬拉的老師）

學習活動匯報 與行政總裁 Satya Nadella 的真情對話 閉幕儀式暨頒獎典禮

IT 達人

After six years at my favourite school it is time to go home to Australia. I will have fond memories of the school, 
the students and my colleagues. I have learnt a lot about teaching in Hong Kong and l hope l have been able to 
stimulate a desire to learn English amongst my students through making English fun and interesting. 

It has been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co-teaching with my colleagues at this school. I will take ideas 
back to Australia and l hope l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helping my colleagues expand their 

teaching repertoire with new and useful ideas l had developed in Australia before 
arriving here.

I  have enjoyed teaching Engl i sh  to the students  at  th i s  school  and l  wi l l 
remember them as enthus iast ic ,  pol i te and cooperative.  The students  are so 
appreciative of new methods of learning and it is a delight to see them embrace 

the songs, chants, books, stories, activities and games. Apart from my teaching with 
grades 1, 2 & 3 it has been rewarding to assist a group of grade 6 students on Fridays 

with their writing. Their ability amazes me compared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my home country. It is also good to see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parents give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teachers.
Yard duty is very different to what l encountered in Australia. The school yard here 

is so much smaller, however, that makes it easier to talk to the students. I have been 
thrilled a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make an effort to talk in English and it has been 

even more satisfying to watch them improve and feel good about it. I will also never 
forget the large number of junior students who like to challenge me in a game of paper, 

scissors and rock. We have challenges of best of five games and l love to see the smile on 
their faces when they beat me, particularly when they wi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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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建立正向氛圍校

園」，本年度舉辦了一連串的項目和活動。當中在

下學期舉行了「快樂從感恩開始」主題活動，透過多元

化的活動：愛心互傳送、愛心點唱站、快樂人生急口令

比賽、感恩之星選舉，培養學生學會感恩的態度和正向

思維模式，多欣賞身邊美好的事物，讓校園充滿快樂和

關愛的氣氛。

你又摺，我又摺，

齊來傳送愛  ，以

表謝意。

一班小義工教授同學摺心心。

愛心點唱站又來

了，大家快來點

唱吧﹗

我們是「愛心
點唱站」的主
持。 同學們都非常投入

參與急口令比賽。

我能讀出「快樂人生」急口令，
好開心呀﹗

我們是班中同學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推選出

來的「感恩之星 」。

急口
令比賽

快樂人生

人生充滿着歡笑  數算樂事不可少

學會感恩真美妙  好人好事停不了

陽光充滿着歡笑  大家開心唱歌謠

無懼傷心與失望  只要心中常帶笑

人間充滿着歡笑  遇上煩惱咪心焦  

知足常樂不抱怨  心中有愛樂遙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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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文科推展了「踏上創作路」的主題活動，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寫作

能力和興趣。

　　為了拓寬同學的閱讀面及提高創作興趣，我們邀請兩位知名的兒童文學

作家―君比、潘金英到校和同學會面交流，暢談他們的創作心得。講座後，

同學們更化身小讀者，邀請作家們為他們簽名及寫下鼓勵話語以作留念。

　　我們欣喜地看見同學樂於創作，寫作能力提升了，並於多項校外寫作比

賽中屢獲佳績。

小書迷拿到了君比女士的親筆簽名

和合照呢！

同學們向潘金英女士索取簽名，

並請教寫作心得。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二十周年校慶小學
徵文比賽           季軍 6B 羅萏

我的夢想                                           6A  林穎

    夢想，是伴隨著我們成長的朋友，是給予我們動力，帶領我們遠航的明燈。

    年幼時，我曾有過很多不切實際、幼稚可笑的夢想……海盜、公主……我每次

都只是沉醉片刻 , 很快便放棄幻想了。

    長大後，我開始閱讀一些大文豪的文學名著，那些美輪美奐的文筆使熱愛語文

的我深深地着迷。我渴望自己也可以成為寫得一手美文的作家。

    我渴望成為作家，為人們奉上一篇篇扣人心弦的優美文章。我不求名利，也不

求名震一時，我只是盼望可以讓他人閱讀我寫的作品，讚美一句，那怕輕描淡寫

的一句也行，因為那已可以令我滿足和幸福。

    於是，我迫不及待地下筆寫作，我不大的書桌上逐漸堆起了作文本子，我的手

指上長起了的繭……這一切都顯示了我對寫作的喜愛和熱愛文學的程度。

    我多麼渴望我的作品能令他人快樂、感動、幸福……或許有朝一日，我走在路

上，會有那麼一個人，那怕只是一個人，指着我喊出我的名字，我相信必定會令

我欣喜若狂。我不求榮華富貴，也不需要功祿名利，但我迫切渴望自己能實現夢

想……成為一位作家。

    我相信，只要堅持不懈，一粒微不足道的小沙粒，也能迸發出耀眼的光芒，我

會努力，直至將來成為一位作家。

之最琛之最琛

課室裏的那片天空      6B  羅萏　　生活中，總有許多人和事與自己擦肩而過，也
總有那麼些人和事令人刻骨銘心。若干年後，再翻
開這已泛黃的書頁，課室裏的那片天空重現眼前，
依舊親切如初。
　　還記得當年，我才來到香港不久。剛入學的我
是個插班生，來到陌生的課室，開始了新的小學生
活……
　　二年級那年，我結識了新的同學，他們有的風
趣幽默，有的樂觀開朗，有的調皮搗蛋……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個沉着穩重的同桌，她幫助我
適應香港的學習模式，教我學會說廣東話，這讓我
和她成為了好朋友。　　三、四年級那些日子，我不斷地認識更多新同
學，當然朋友也越來越多。雖然同學們之間會有一
些糾紛和爭吵，但最後都能一一化解，冰釋前嫌。
　　五年級，是讓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個學年。那時，
我們都漸漸地進入了青春期，性格都會有些轉變，
這樣一來，我們之間的糾紛就會越來越多。但就是
因為這些小小的爭吵，生氣過後又一次一次和好，
才讓我們之間的友誼越來越堅固，彼此領悟到了友
誼的真諦。
　　如今大家都升上六年級了，短短幾年時間，我
們從幼稚懵懂的小孩子變成了成熟懂事的大哥哥、
大姐姐。看看曾經我們一同走過的日子，原來如此
珍貴。回想起往年，我們手攜手撐起了那片屬於我
們的藍天，飄着繽紛的雲彩，那正是我們色彩斑斕
的回憶。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分離也只是加深了對將
來重聚的冀盼，我會珍惜這剩下短短的一年時光。
每當我凝視着我們共同撐起的那片色彩斑斕的天空，
難免多了一份對分離的不捨和對往昔絲絲的眷戀。

四

小
子跳
出香港！

本年花式跳繩隊的成績非常優異，當中有四位同學參加由「中國香港

跳繩體育聯會」於 2015 年 4 月舉辦「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5」，分別

於 3 人交互繩及 2 人車輪跳比賽中獲勝。4 人同時入選香港代表隊，

參與由「世界跳繩體育聯會」(World Jump Rope Federation) 於

2015 年 7 月在法國巴黎舉行之「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5」。我們

在此恭賀他們能踏上世界舞台，與一眾知名的世界級運動員同場競技，

增進眼光與技術，提高香港於世界體壇上的地位。

賽事網址：
http://wjrweb.azurewebsites.net/event/2015-world-jump-rope-championship-and-camp/

左起：6B 馮翱齊、6D 黃維、6E 張鵬洋、6D 林谷維

( 花式跳繩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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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居外，學校也是實踐環保生活的

場所。本年度，你會發現在課室裏加

添了數項環保設施，期望大家能從生

活小節著手，身體力行，做個環保小

精英。

看看電子温度
及濕度計，調
校室內氣温至
約 25.5 ℃，
既配合「熱舒
適」的温度建
議，又能節約
能源。

今年，5A 及 5B 班實行「磅一磅，減廚餘」，

他們知道食物得來不易，避免浪費食物。下學

年，你們也可以一起參與，齊心珍惜食物。

你
們
有
善
用
課
室
內
的
廢
紙
回
收
箱
嗎
？

菜苗要適量地

澆水啊！

我們是環保大使，悉心照顧花

苗是我們的職責。

在環保園裏，你也可以認識各種香草。

同學在收集牽牛花的種子。

期待我們的農作
物可茁壯成長。

環保大使還要親身走進農田，學習有機耕種。

色彩繽紛的小花盆多悅目！

齊來欣賞攝影小組的同學為我們環
保園的花卉所拍的「沙龍」吧！

　　當你由後梯踏上一樓，相信你也會被花架上一

個個小盆栽吸引，奪目的花卉，陣陣飄香的香草，

那別有洞天的小天地就是我們的環保園了。假如

你能駐足環保園，窺探它的新面貌，你會發現處

處充滿生機。你不難發現那裡廣種植物，這更是我們環保大使

悉心打理的「小農地」。

　　同學置身環保園學習有機耕作，園內種了一些合時的蔬果。你不可不知，要減少碳排

放最直接而你我都能做到的方法就是「不時不食」。吃東西要應時令、按季節，到甚麼時

候吃甚麼東西。農作物能在順應生態循環與氣候變化下生長，不止生長狀態較

佳，亦能減少對農藥的使用，更能減少温室耕作的需求，

達到減碳效果。下次當你路過環保園的時候，來看看我們

的收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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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放琛花放琛
( 活動花絮 / 剪影  )

同學們在音樂欣賞
會中的精彩演出，
贏得不少掌聲。

音樂欣賞會

基本法２５周年校際問答比賽

北區家庭精神健康日

陳震夏歌唱比賽

數碼港編 CODE 新世紀 1000

我愛小魚兒計劃 
　　- 蘋果螺領養活動

大會邀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擔任主禮嘉賓，並為同學們打氣。
同學們都踴躍爭取和吳局長合照，
令活動生色不少。

我校在是次問答比賽中表演出色，分
別獲得最優秀表現獎、最積極參與學
校獎及優異獎三個獎項。

同學和老師一起合奏，為我們的社區送上溫曖。

同學們在北區小學音樂比賽中盡力發揮，最終獲得了兩
個獎項。

齊來共創世界紀錄，進入
編 Code 新世紀。

我們都是負責任的好主人！我們承諾會悉心照
料牠的起居飲食和清潔，看着牠成長。

透過領養活動，同學們學習照顧小動物，培養責任感之餘，亦經歷生命的變化。

我們一同來編寫 Minecraft 王國吧！

10



優秀作品展 ( 中、英、視藝 )

之彩琛之彩琛

　　H 的聯想 　 1B 湯慧賢

H 像梯子，

因為它直直的。

看到它，我想走上屋頂看風景。

我覺得風景很漂亮。

1B 班
作文冠軍

A 的聯想   1C 劉芷彤

A 像筆尖，
它是尖尖的，
它會幫我寫字，
也會幫我畫畫，
我很喜歡它。

1C 班
作文冠軍

F 的聯想 　1A 陳皓喬

F 像一枝枴杖，

直直的枴杖，彎彎的手柄，

我想把它送給爺爺和奶奶，

我真孝順啊！

1A 班

作文冠軍

My diary

An unforgettable birthday
By Liu Kai Wang (5A)

10thFebruary, 2015                                                          Cool                                                                     

Yesterday was my 11th birthday. In the morning, my mum 

cooked some great food for me and my dad at home. She 

cooked some pancakes with sweet mangoes. The mangoes were 

so juicy and the cakes were so soft. We liked them very much. 

She cooked some chocolate toast, too. The chocolates were so 

delicious. We ate them quickly and happily. It was because my 

parents promised to take me to Ocean Park. I was very excited.

At two o’clock, we arrived at Ocean Park where we could 

play many exciting games. I decided to ri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but I was scared. As my dad told me that the roller 

coaster was very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I rode on the coaster 

with him. When the roller coaster was climbing up slowly, I 

could see beautiful views of Ocean Park. Suddenly, the roller 

coaster stopped, I was so scared that I shouted loudly. My dad 

comforted me, so I felt better.

After riding the roller coaster, I felt a little bit dizzy and 

I needed to take a rest in a fast food shop. Dad bought some 

yummy food such as beef noodles and fruit salad. I ordered a 

glass of hot milk too. After I took a rest, I felt better. So we 

went to watch a dolphin show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e 

cute dolphins played some tricks with balls. All of us were 

amazed. After watching the dolphin show, we walked in the toy shop 

where we could buy some souvenirs. In the shop, there were so 

many pretty and funny toys. I liked a robot that was blue and 

red. It had beautiful clothes. And in its hand was a long sword. 

It was very smart and strong. And my dad bought it for my 

birthday gift. I was so glad.

At night, we left Ocean Park. I was delighted because I had 

an unforgettable birthday.

1B 蘇子峰

下

雨
天

5A 廖啓宏

二
十

年後的我

4A 嚴匡琪、何熹宜、
陳霖、鄧廣成

水
果

( 集
體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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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錯誤中學習        3A 黎文茵

　　今天中午，我在玩玩具，玩完後，就亂放在

路上，我一直不收拾好，對它視而不見。

　　直到晚上，弟弟想和我玩，他不小心就滑了

一跤，手馬上就紅了。我剛好經過，看到弟弟的

手流血了，馬上拿急救箱來。
　　後來，弟弟終於都止血了，我問他為什麼會

摔跤呢，他說是被一個放在路上的玩具絆倒了。

我聽後心裏很慚愧，我忍不住後悔地對弟弟說：

「對不起弟弟，是我不放好玩具，才會令你受

傷。」
　　最後弟弟原諒了我，不過我仍然覺得很內疚。

　　這件事讓我學會不要亂放玩具，如果亂放的

話，就會很容易發生意外。

3A 班作文冠軍

An e-mail to my Net friend
By Crystal Ng ( 5F )

Hi Chris,

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 did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last year?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is.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y dad and I went to the toy shop 

where we could find different kinds of beautiful lanterns. We could 

also find some series of lanterns such as fruit, animals and cartoon 

characters. It was not easy for me to choose a lantern because all 

the lanterns there were so colourful and attractive. At last, my dad 

bought me a rabbit lantern which was very lovely. I took it and went 

back home happy as could be.

Next, my mum suggested that we could make the mooncakes by 

ourselves. We needed lotus seed paste, flour and salted egg yolk. We 

also tried to make snowy mooncakes. I was so excited becaus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made mooncakes. 

At night, we brought a lantern, some mooncakes and a lot of fruit 

to go to Victoria Park. Many people like to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in the park. Then, we found a place and settled down. We sat on the 

grass and watched the round and bright moon. I also played with 

my lantern. After that, my mum cut a starfruit for my dad and me. It 

was very sweet, but my dad did not like the taste of it. Besides, we 

guessed the riddles happily. My mum is a clever woman. She could 

solve all the riddles. Finally, we had to leave at half past ten.

I enjoyed this festival very much. I hope I will have a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next year. What did you do last Mid-Autumn 

Festival? 
   Write soon.   

   Crystal

6C 鄭舟維

中
國

茶文化

1A 陳希桐

美
麗

的
蝶兒

2B 平岩蒼蘭

彩
鴨

　　    從錯誤中學習        3B 戴文靜

　　一天，我打破了媽媽心愛的花瓶，我在客

廳哭了起來。

　　哥哥看見了，就問我：「妹妹，你為甚麼

哭啊？」我難為情地說：「我把媽媽的花瓶打

破了。」哥哥仁慈地說：「既然你打破了花瓶，

你就應該向媽媽道歉。」我想了想，他是說得

有道理。我就立刻向媽媽道歉。

　　我說：「媽媽，對不起。我打破了花瓶，

請你原諒我。」媽媽說：「既然你知錯能改，

我就原諒你。下次不能再這樣不小心了。」

　　今天，我吸取了教訓。我明白了做錯事不

能逃避，還要坦白地承認錯誤。

3B 班
作文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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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 MealBy Annie Wong ( 6B )

Last Sunday was my Grandma’s birthday. I felt very 

excited because I cooked a meal for her by myself at 

home. That was terrific!On that morning, Grandma and Grandpa reached 

our home early. We met them with a wide grin. I was 

so delighted that they both were healthy and cheerful. 

After that, Grandma gave me a red packet and a big 

hug. We enjoyed catching up again.

T h e n ,  w e  w e n t  s h o p p i n g  w i t h  G r a n d m a  a n d 

Grandpa. After we returned home, I was a bit nervous 

about lunch. I prepared all the ingredients and food on 

the table. Next, I cooked the rice.
Then, I announced,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menu for today is beef with tomato sauce, chicken 

salad and a delicious lemon cake. If you need, you can 

have a bowl of rice as well. Please wait!’

They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the lunch. I 

cooked the beef carefully. I didn’t want the beef to be 

overcooked. After that, I cut all sorts of vegetables 

with a knife. Then I made the lemon cake with lemons, 

flour, and sugar and so on. Lastly, I put it in the oven.

Finally, I took all the food to my honorable guests 

to taste. Although I spent two hours cooking the meal, 

Grandma and Grandpa still waited patiently with joyful 

faces. We ate the delicious lunch merrily. I was so 

happy they liked it. After that, we ate the lemon cake 

and sang a birthday song to Grandma.

Time flies, I had a special meal with Grandma and I 

hope she can have a long life and good health forever.

3C 李成希
海

底
世界

　　    從錯誤中學習           3C 陳雪雯

　　去年二月，我曾經在學校犯了一個錯誤。現
在，我就分享我曾經犯過的錯誤。
　　去年二月的某一個小息，我和我的同學李珮
愉在操場裏一起談天和吃東西。小息後，我打算
拿手帕出來擦汗，可是我的手帕不見了。我想：
小息時我只是跟李珮愉在一起，並沒有跟其他人
在一起，而且她常常都說我的手帕很美麗，很想
要，我猜一定是李珮愉偷的。
　　到了午飯後休息時，我生氣地走到李珮愉面
前說：「小息時，你為甚麼偷我的手帕？」李珮
愉說：「我沒有。」我接着說：「小息時，我只
跟你在一起，沒有跟任何人在一起。不是你，還
會是誰偷的？」然後，我一聲不響地走到自己的
座位上。
　　晚上，我打開食物盒後，看見我的手帕在裏
面，那時候，我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我覺
得很內疚，同時也想：我這樣做會不會太過份？
我想我應該向她道歉，可是我沒有勇氣。就這樣，
我們一星期沒有在一起，而且我沒有向她道歉。
有一次我終於鼓起勇氣走到她面前，說：「對不
起。」李珮愉卻說：「不要緊，因為每個人都會
犯錯。」就這樣，我們再次成為好朋友。
　　經過這件事情，我明白了做事不能衝動，衝
動就不會有好結果。現在，我和李珮愉成為更要
好的「姐妹」。

3C 班
作文冠軍

A Robbery By Wong Ching Tung ( 6A )

One day, I went home after school. I walked home as usual. I was thinking what snacks I would have 

when I was walking.

Suddenly, when I was in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a man blocked me. The man had a scar on his face 

and he was strong. I was frightened. He pushed me. I crashed to the wall. Then, he took out a knife and he 

wanted all my money. I was so scared, so I shouted, ‘Help! Help! Is anyone there? Please help me!’ After 

that, he was angry, he put the knife against my throat. I was so scared. I shouted loudly again.

At the time, I remembered that I had a mobile phone in my school bag, so I took it out carefully. I was 

afraid that the robber would discover it. Next, I called the police quietly. I also used many strategies to 

prevent him running away.

At last, the police caught the robber. The robber had stolen many things before. He was already wanted 

by the police. Although I didn’t have anything stolen by him, I was so scared and I still am! 

4B 黃珈瑩

有

趣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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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中文

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新界校長會

初賽一等獎 3B 戴文靜；4A 李蕓彤、蔣儀；6B 何芷妮

初賽二等獎
3A 周詩傑；3B 滑子豐、李泳詩；3C 陳雪雯；3D 鄧珮盈；
4A 張蔚祺、郭嘉瑩；5A 趙倩怡；5E 劉怡含；6A 黃卓瑤；
6B 劉依惠子

初賽三等獎
3B 滑子翹；4A 陸奕希、何嘉振、趙寶怡；5A 張美曈、
郭澤瑤、黃小津、廖啓宏；5D 馮藹怡；6A 陳穎莹；
6B 羅 萏、馮玉怡、葉家瑋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
資優教育教師協會等

冠軍 6B 何芷妮

季軍 5A 吳詠芯

優異獎 5A 李雲龍、李天龍

傲翔慈善基金「開心買新書」
獎勵計劃

傲翔慈善基金 小學組得獎者 6A 梁寶玲

英文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Net Section, EDB Team Work Award 6B 丘子宇、馮雪怡、吳曉彤、彭穎思、蘇慧儀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

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
資優教育教師協會等

優異獎 5A 吳詠芯、何晉庭；6B 鄭嘉俊

數學

2015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

香港賽區初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4A 張蔚祺

銀獎
4A 陳霖、陸奕希；5A 吳詠芯、唐卓峰；5D 吳景量；
6A 黃嘉豪

銅獎
4A 何嘉振、劉浩鵬、潘海瑤；5A 鍾柏穗、廖啓宏；
5E 李家健；6A 劉浩然、鄭潔雅；6B 劉詠琳、羅萏、
薛梓維、張羽

2015 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數學競賽三等獎 6A 閆一銘

計算競賽三等獎 6B 羅萏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AIMO) 2015 晉級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4A 張蔚祺

銅獎 5A 鍾柏穗、唐卓峰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小四 )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銀獎 4A 莊嘉泰

銅獎 5A 何嘉振、蔣儀

香港數學小天才錦標賽
( 小學 )

香港資優及
才華發展學院

優異獎
4A 張蔚祺、陸奕希；5A 陳智聰、鍾柏穗、鄧皓曦、
郭澤瑤、李天龍、唐卓峰；5B 雷朗生；6A 黃嘉豪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5( 華南賽區 ) 初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4A 張蔚祺；5A 陳智聰、吳詠芯

二等獎 4A 陸奕希；5A 鍾柏穗

三等獎
4A 陳煒邦、何嘉振、蔣儀；5A 李震東、余泓熹；5C 魏祖澤；
6A 黃嘉豪；6B 劉詠琳、羅萏、薛梓維；6E 張尹欣

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 初賽
( 香港賽區 )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4A 張蔚祺；6B 張羽

銀獎 4A 陸奕希；5A 陳智聰；5E 李家健；6B 羅萏

銅獎
4A 陳霖、何嘉振、潘海瑤；5A 鍾柏穗、廖啓宏、吳詠芯、
唐卓峰；6A 黃嘉豪、劉浩然、梁寶玲、蕭愛詩、湯美珍、
鄭潔雅；6B 黃達進

常識

《基本法》25 周年全港校際
問答比賽

香港特別行政區
教育局

優異獎 5A 陳智聰、李震東、廖啟宏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
環保電動爬山車大賽

理腦思科儀教具社 優異獎
5C 劉冠豪；5D 陳冠興、關山樂、崔恩澤；6C 鄭舟維、
黃俊文、文子豪、吳騫驊

香島盃科技比賽 2015 香島中學
優異獎 5C 劉冠豪；5D 陳冠興、關山樂、崔恩澤；5E 張國雄、

劉亭亨、吳姻穎、王嘉卉、6C 鄭舟維、黃俊文、
文子豪、吳騫驊二等獎

香港公園綠色大搜索活動
2014/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觀鳥會

冠軍 4A 蔣儀、鄭嘉健、陸奕希；5A 張美曈；6B 羅萏

亞軍 4A 潘海瑤、葉一心；5A 廖啟宏、陳晉杰；6A 蕭愛詩

最突出雀鳥帽子設計獎 4A 蔣儀、鄭嘉健、陸奕希；5A 張美曈；6B 羅萏

第九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外交部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公署
優異獎 4A 何熹宜；5A 陳智聰；6A 黎浚賢；6B 何芷妮、郭可儀

葵青區『縮時攝影』專題研
習比賽 2015 獅子會中學 亞軍 6C 吳騫驊、鄭嘉駿；6E 羅家傑、鄧凱倫

音樂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聲樂獨唱 優良 5A 黃小津

聲樂獨唱 季軍 5A 李震東

一級鋼琴 亞軍 2C 廖可詠

一級鋼琴 季軍 2A 廖敏彤

一級鋼琴 優良 2B 林文惠；5A 郭嘉潁；5D 陳海蕙

二級鋼琴 冠軍 4A 何熹宜

三級鋼琴 優良 6A 閆一銘

五級鋼琴 優良 6A 梁寶玲；6B 周健恒

木笛二重奏 優良
4A 楊倩柔、楊芷柔；5A 趙倩怡、郭嘉潁；5B 蘇慧珍；
6A 穆詠欣、葉麗婷

2014-2015 SportACT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 活力校園獎14



普通話

第六屆文化瑰寶 2015
朗誦才藝大賽

香港語藝會
P1-P2 古詩詞 冠軍 2B 平岩蒼蘭；亞軍 2A 廖敏彤；季軍 2B 陳燕榆

P3-P4 詩歌亞軍 3D 曾嘉盈

2015 全港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

香港教協
專業人員協會

初級組 銀獎 2D 羅凱淇

高級組 銀獎 5A 陳智聰、何晉庭；6A 陳穎莹

初級組 銅獎 2D 陳泓貝、鄭圳昇

高級組 銅獎 5A 李震東；5B 黃綺彤；6A 葉麗婷

普通話
及視藝 香港學校戲劇節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合作獎 3A 潘慧慈 *、麥嘉慧；3C 何敏慈、趙希敏 *；3D 孟安可 *；
4A 趙寶怡、陸奕希 *、鍾嘉希 *；4B 麥守辰、莊海宜；
4C 王諾言；4D 林雅翹 *、黎絲絲；5A 鄧皓曦、廖啓宏 *、
黃梓益 *；5C 許綽恩 *；6B 吳曉彤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

視藝

「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
童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
研究學會

兒童組 繪畫 二等獎 4C 劉嘉明

「樂聚關愛共天輪」
繪畫比賽

香港輪輔助隊
有限公司

小學組 繪畫 優異獎 3B 鄭樂軒；4C 劉芷茵

電腦
數碼港編 CODE 新世紀

1000
數碼港 / 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
編寫程式 世界紀錄

6A 何大進、張燊叡、劉浩然；6B 馮翱齊、劉德興、
羅嘉誠、羅萏；6D 鄭曉宏；6E 張鵬洋

舞蹈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 教育局

小學組 中國舞 甲級獎

2A 湛芷晴、劉子榛；2B 黃馨瑤、劉星宇、林文惠、
黃梓錇；2C 呂薇、梁麗潔、張靜儀；2D 周慧真、周慧善、
周慧美、崔恩詠、蘇家澄；3A 司徒靜；3B 馮梓瑩、施詠
如、戴文靜、吳蕙殷；3C 陳雪雯；3D 曾嘉盈、廖彥婷、
鄧珮盈、陳慧清、蘇希蕎

魔術 小小魔術師比賽  置富 Malls x MeeH

冠軍 4D 陳淯霖

亞軍 5C 麥軒榕

季軍 4A 鍾嘉希

殿軍 4A 何熹宜、葉一心

體育

2014-2015 年度全港小學
區際田徑比賽

學體會
6D 黃維 男子甲組 100 米亞軍、男子甲組 4x100 米冠軍、男子甲組跳遠第五名

6B 薛梓維 男子甲組 60 米第五名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2015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男子組亞軍 最佳發球員 *
3B 郭治強 ；3D 張煜聰 ；4B 麥守辰 ；5A 鄭焯賢 ；
5B 王國東 ；5D 陳子聰、甘潤軒、譚耀星 ；5E 余俊濤 
6A 游裕懌 ； 6D 葉汶峰 * ；6E 陳家豪

2015 全港小學男子排球
邀請賽

長沙灣天主教
英文中學

男子組季軍

第三十六屆北區小學
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分會

男子組亞軍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2015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女子組冠軍

最佳攻擊球員

3D 蘇希蕎 ；4A 陳霖；4C 孫宇晴；4D 麥軒榕、龍家宇、
張慧瑛 ；5D 楊璐銘 ； 5E 彭莉珊；6A 梁寶玲 *、袁栩瑩 
6B 黃曉盈、胡嘉琦 ；6D 陳嘉妮、梁嘉雯

第三十六屆北區小學
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分會

第七屆北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男子組盾賽冠軍

4D 祝錦軒；5C 魏祖澤；5D 陳子聰；5E 蔡汶釗；
6C 鄭嘉駿；6D 何雨杰 、黃維、黎俊樂、周浩輝；
6E 張鵬洋、施林峰

男子組神射手 6D 周浩輝

第十六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捷擊跆拳道館文武
全才青苗培訓計劃

男子搏擊小學公開組
30-33kg 級別季軍

5D 陳冠興

2014 - 2015 年度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100 米自由泳冠軍

5E 蔡汶釗
50 米背泳冠軍

香島盃元朗及北區小學
跳繩大賽 2015 香島中學

30 秒單車步
冠軍 / 亞軍 / 亞軍

6D 林谷維 / 5A 黃諾峰 / 3C 譚鈺怡

30 秒交叉步 亞軍 6A 梁浩文

連續二重跳 
冠軍 / 亞軍

6D 黃維 ; 6A 呂雪茵 /6B 薛梓維

1 分鐘橫排跳冠軍 6A 劉浩然 6B 周健恆 ；1A 譚梓軒；2A 陳智樂

2 分鐘 6 人大繩賽亞軍
6A 劉浩然；6B 薜梓維、馮翱齊；6D 林谷維 黃維；
5A 黃諾峰

初小親子 1 分鐘朋友跳
冠軍 / 亞軍 / 季軍

6D 林谷維 /3C 譚鈺怡 /2A 陳智樂

全場總亞軍

扶輪盃跳繩比賽 2015 君域扶輪社

男子甲組團體全場總冠軍 6A 劉浩然；6B 薛梓維；6D 黃維、林谷維

女子甲組團體全場總冠軍 6A 李鳳美、呂雪茵、黃卓瑤、楊穎

男子乙組團體全場總冠軍
4B 梁文彬；4D 莫錦軒；5A 陳智聰、黃諾峰；
5D 吳淦松

男子甲組團體全場總季軍 6A 梁浩文；6B 周健恆、張雋康、馮翱齊

女子乙組季軍 4C 楊善慈

Skipper'z 盃花式跳繩比賽
2015 Skipper'z 跳繩者

Skipper'z 跳繩者
花式跳繩比賽冠軍

4B 梁文彬；5A 黃諾峰；5D 吳淦松；6A 劉浩然、梁浩文、
呂雪茵、黃卓瑤、楊穎、李鳳美；6B 薛梓維、張雋康、
周健恆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5 中國香港跳繩
體育聯會

三人交互繩花式冠軍 6D 黃維、林谷維；6E 張鵬洋

二人車輪花式冠軍 6B 馮翱齊

第三屆全港交互繩速度
跳繩比賽

中國香港交互繩總會

30 秒 3 人交互繩速度跳 
男子組亞軍 / 男子組季軍 /

混合組季軍

6A 劉浩然；6B 薛梓維；6D 林谷維 / 5A 黃諾峰；
6B 周健恒、馮翱齊 /6A 李鳳美、梁浩文、呂雪茵

1 分鐘 4 人交互繩速度跳
男子組亞軍 / 男子組季軍 /

混合組季軍

6A 劉浩然；6B 薛梓維；6D 林谷維、黃維 / 5A 陳智聰、
黃諾峰；6B 周健恒、馮翱齊 / 6A 李鳳美、梁浩文、
呂雪茵、楊穎

其他
第 12 屆聯校象棋圍棋賽 香港兒童棋院

亞軍 2D 陳天澍

第 5 名 2D 王立松

第四屆聯校象棋圍棋賽
2015( 華南賽區 ) 初賽

香港兒童棋院 冠軍 2D 王立松 15



統籌編輯《琛訊》第三十二期工作 : 房瑞鳴

編輯組成員 : 關淑芬、朱啟敏、丁澤洪、袁雅茵、區煥然、李芷媚

顧問 : 謝盛業校長、曾淑嫻副校長

6D 梁嘉雯　　小學六年，一眨眼便要過去了。我捨不得這個充滿我們的笑聲、歌聲和回憶的地方。　　在課堂上總有一些趣事會令全班大笑。有一次，老師給我們看太空片段，但是這個片段用了憤怒的小鳥作為教材，我們覺得好像是推廣廣告一樣，然後全班頓時哄堂大笑。　　快畢業了，我很捨不得學校裏的好同學和對我悉心照料的老師。
　　在小息時會和同學一起坐在長椅上聊天，一起約好星期六去玩、或者去圖書館看一下圖書。　　在小學的生涯裏，我要感謝同學和老師對我的指導，每次在我情緒低落的時候鼓勵我，讓我的世界再次充滿希望。　　要離開小學了，我的心情不竟有不安，也有期待，希望在中學也可以有一個有趣的生活。

　　我知道就算再捨不得也不可以留在小學了，所以我們只可以用自己最好的心情迎接中學生活。

6B 胡嘉琦

　　五年已過，我在這個暑期後就要離開這所小學。心中五味錯雜，因為這

裏是我花了五年時光學習的地方，而且我在這兒結交了知心好友，也認識了

慈祥的老師。離開，令我有了牽掛。

　　還記得二年級剛轉校過來的我，因害羞而不敢向大家打招呼。在我意料

之外的是，他們並沒有無視我，而是熱情地鼓勵我，令我充滿勇氣說話，也

是他們，令我的心逐漸溫暖。對於家無寧日的我，這無疑最好的安慰。

　　五年的時間，五年編進不同的班別，難免會面對和好朋友分離的時刻，

但我們的友情之火從未熄滅過，也從沒變質過。不同的班別也令我結識到不

同類型的朋友，我們也經歷過友情的考驗。考驗過後，令我們的友情更加鞏

固，他們令我在領取人生勳章的路上不再孤單。

　　老師是我人生中的恩人。他們令我吸收不同的知識，也把我們當作兒子，

女兒般看待，令我感受到第二種溫暖。我把學校當作一個大家庭，一個熱鬧

又溫暖的家。

　　暑假過後，我會把小學的美好回憶珍藏起來，並謹記老師的教誨，懷着

期待的心情迎接中學新生活。

6A  林穎

    初夏蟬嗚，木棉正盛。眨眼間六年光景便如一

縷青煙在清風中化為了烏有。我很捨不得這六年

的小學生涯。

    托腮沈思，念起了六年來我的同學。我受傷

時，他們的噓寒問暖，他們美好的笑顏在我的心

上泛起了一圈圈漣漪；在我遭受挫折時，他們恰

時伸出援手，總是很關心我……啊！多麼美好的

一群人啊！他們令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難捨之

情。

    噢！憶起了我的良師們。他們那溫暖得猶如隆

冬陽光般的微笑和鼓勵，曾伴我度過數個春夏秋

冬，他們循循善誘以及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枯

燥的心坎充滿潤澤。記得以前我曾因功課不佳而

留校改正，但在老師的教導下，明白了整個單元

的意思。老師們用心良苦與苦口婆心是如此令我

戀戀不捨而又難以忘懷。

    一想到即將離別，和同學各奔東西，告別母

校，我便彷如喝了一杯黑咖啡般苦澀難受，眼前

一片朦朧。我捨不得校園裏的一草一木、一磚一

瓦，畢竟我在這兒度過了酸、甜、苦、辣的青蔥

歲月。

    即使時光荏苒，歲月如白馬過隙般從指尖流

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我冀望未來奮發圖強，

努力拚搏，報答母校的恩情。

    別了 , 我的同學；別了 , 我的良師；別了 , 我

的母校；別了 , 我的小學生活！

6C 王偉強

　　一眨眼，我的小學生活只剩下兩個月了。心中滿滿的回憶

就像電影一次又一次地重播，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想起同學們

就不禁流下眼淚。
　　就算離開學校，我也不會忘記老師的教誨，仍會好好學習，

努力向上。不會忘記自己的母校、老師、同學和校工。我會常

常把紀念冊和照片拿出來回憶一下童年，我的童年有甜又有苦，

同學之間曾經打打鬧鬧，不過這種開開心心的生活就快過去了。

　　雖然小學生活就快完結了，不過只要往好的方面想就不同

了。一想到要上中學，我心中就充滿了激動，冀盼將來能交到

更多的朋友，學到更多的學問。　　小學生活快結束了，我們要上中學，這令我又傷心又興奮。

6E 王錦鎮

　　七月十日開始，便是同學們的暑假假期了，然而，這也將會成為我懷着依

依不捨心情的假期。因為我度過了這個假期後，我的身分升到了另一個新的階

段——中學生，同時將要跟與我一起度過小學的同學們分開了……

    學校門外林林總總的花朵和幾棵挺拔的大樹，每天都發放着清香，像是給一

位學生噴上一點點香水，令同學們上課時都保持着精神抖擻，也使他們能全神貫

注地參與課堂活動。想着那些既掛念又熟悉的情境，我的眼淚已情不自禁地緩緩

滴下。

　　曾經教過我的每一位善良而嚴格的老師們，我會謹記你們對我的關心和呵

護，你們教會我怎樣從跌倒中重新站起來 ; 你們教會我做事情要一絲不苟 ; 你們

教會我遇到挫折不需懼怕……我十分感謝各位充滿慈愛的老師！

　　以前和同學在操場上玩耍和嬉笑時光也使我難以忘記，每天結伴上學和放

學，或是在球場上運動的經歷，回憶起那絲絲的微笑，心中那一般感動和懷念，

實在不想和同學們分開。

　　如今，我要跟小學說再見了，真希望時光倒流，停留在那令人思念的時刻 !

再見我的小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