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 組別
慶祝活動名稱中文科

紀念鳳溪 80周年校慶中文創作活動英文科 Key Stage 1: Write a greeting cardKey Stage 2: Design a poster數學科
同心拼砌鳳溪校慶 80載常識科
關愛 80 載（校園知多少）音樂科

同賀鳳溪辦學 80 周年班際歌唱比賽
視藝科

喜迎 80 周年校慶賀卡設計體育科
鳳溪 80周年校慶紀念杯（班際田徑運動會）

普通話科
80 周年親子賀詞譯寫比賽課程組
鳳溪濃情 80載有獎問答遊戲培育組 / 德公 「潤琛齊賀鳳溪 80 載」(師生書寫心意卡貼在「80周年樹人紀念樹」)

活動組
鳳溪跳躍 80載 (跳繩活動 )

鳳溪小學辦學初期借用
上水鄉廖萬石堂祖祠作校舍

鳳溪第一中學擁
有著廣闊的校園
及完備設施

　　時光荏苒，鳳溪公立學校由

1932 年創辦至今，已步入八十周
年。歷史事實見證著我們鳳溪公

立學校的成長和發展，不斷在教

育服務上為香港培育人才，成為

社會棟樑，還惠澤社群，開展扶

老敬老服務！今年是鳳溪八十周

年校慶的日子，我校已計劃舉辦多項慶祝活動，祝願鳳

溪公立學校百尺竿頭，繼續為香港的教育事業及社福服

務作出更多貢獻，彰顯殊榮！

鳳溪社會服務綜合大樓

本校校舍外貌

鳳溪創新小學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鳳溪第一小學
鳳溪幼稚園

鳳溪公立學校
簡史

1932 上水鄉廖族賢
達於廖萬石堂

祖祠開辦鳳溪
小學

1952 學校建成六室
新翼，首辦初

中班級

1958 學校於上水鄉
外馬會道旁擇

一新址興建中
學課室六間

1963 董事局借用廖
族顯承堂祖祠

創辦鳳溪幼稚
園

1965 董事局借用鳳
溪第一中學部

分校舍增辦另
一中學，命名

為鳳溪第二中
學

1968 鳳溪第二中學
校舍落成啟用

1974 鳳溪小學遷往
鳳溪第一中學

右鄰之校舍上
課

1988 鳳溪幼稚園校
舍落成啟用

1990 董事局於粉嶺
華明邨增辦另

一間小學，命
名為鳳溪廖潤

琛紀念學校

1996 董事局再增辦
一所津貼中學

，命名為鳳溪
廖萬石堂中學

1999 鳳溪社會服務
綜合大樓落成

啟用。為北區
提供長者服務

2005 鳳溪小學上、
下午校逐步改

為全日制，分
拆為鳳溪第一

小學和鳳溪第
二小學

 鳳溪第二中學
光榮完成歷史

任務

2007 鳳溪第二小學
與微軟合作，

創建全亞洲首
間 “未來學校”

 董事局隆重舉
行創校 75周年鑽禧慶祝活

動  

2008 鳳溪第二小學
正名為鳳溪創

新小學，於十
一月正式遷入

新校舍

2012 鳳溪公立學校
80周年校慶

地址 : 香港新界粉嶺華明邨  電話 : (852) 2677 2311  傳真 :(852)2675 7241  網址 :http://www.lys.fungkai.edu.hk  第二十五期二零一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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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積極參與的

正面做人處事態度，是年度學校舉辦

「學習至叻新人類」獎勵計劃，學生只

需要依從簡單而又容易做到的準則，便

可以獲得欣賞和獎勵，獎勵準則包括：

  獲獎準則：
1. 主動舉手回答問題和發問問題

2. 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3. 在課堂中，能夠自律守規

4. 進行學習活動時，做到待人有禮、耐心聆聽、互相欣賞

我們都是首批獲獎同學！ 6A 班，
積極參與！ YEAH ！

我係林浩鋒，在課堂中做到自律

守規，獲得禮物 so easy！五款
貼紙

，集
齊

24
張可

換禮
物

一份
。

獎品豐富，十分實用！



    大家都知道負荷過重的書包，可令學生身體疲勞，衞生署亦建議一
項預防措施─學童不應長時間背負重量超過體重 15% 的書包。為
了使學生明白體重與書包重量的關係，從而養成每天執拾書包的良好

習慣，本校培育組於 10月期間舉行「減輕書包重量」活動。每天早上，
老師抽樣檢查學生書包，若發現書包過重，即時提醒家長協助子女減

輕書包重量，從而培養兒童養成良好及健康的生活習慣。

同學們正緊張地等候檢測結果。

我每天都執拾書包，
所以書包沒有超重，
達標！真好！

老師，我的書包
超重嗎 ? 

學生體重 書包重量
 （公斤） （公斤）
 20 3.00
 22 3.30
 24 3.60
 26 3.90
 28 4.20
 30 4.50
 32 4.80
 34 5.10
 36 5.40
 38 5.70
 40 6.00
 42 6.30
 44 6.60
 46 6.90
 48 7.20
 50 7.50
 52 7.80
 54 8.10
 56 8.40
 58 8.70
 60 9.00

「書包重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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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年舉辦的

「親子歷奇活動」，

甚受家長和同學歡迎，本年

度我們再接再厲，與路德會賽馬

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再度合作，攪

攪新意思，舉辦三年級「親子廚房活動」，先

讓爸爸媽媽與子女一起製作美味可口的朱古力曲

奇餅，然後再玩玩刺激、驚險的親子活動─「信

任天梯」，讓大家在考試後，共渡一個溫馨愉快

的下午。活動後，每個家庭都可以

將自己親手做的曲奇餅帶回家中，

與親人共享，讓真摰的愛心和無比

的快樂傳遞開去。

齊心事
成，看！

我們的
朱古

力曲奇餅
，快大功

告成了！

香噴噴的朱古力曲奇餅！ Yummy！

品嚐自己製作的親子愛心曲奇餅，

特別好味！

親子合作，一起做愛心曲奇餅！

我和媽
媽一起

做曲奇
餅，多

温馨啊
！



4

　　體育科於本學期為同學提供了 23
項活動，例如：「體適能」訓練、排球、

田徑、乒乓球、舞蹈、小型網球、花式

跳繩等。透過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對體

育的興趣，提升體能和團體合作的精神。

　　各項校際比賽中，以每年的「北區

校際田徑運動會」最具代表性，為了預

備這項賽事，我們自九月中已開始訓練。每天早上七時十五分回校，進行各專項技術訓練；又在

蝴蝶山進行體能訓練；更前往北區運動場進行實地訓練，熟習場地。而同學們都能做到老師的要

求，接受刻苦訓練，挑戰自己，務求盡力而為！

　　在比賽中，我校共派出 49 位學生參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雖然高手如雲，我們亦勇奪了
23面獎牌。當中，女子丙組更榮獲全場團體殿軍。
　　同學們經過艱苦訓練，奪得佳績，最能體現「要成功，先付出」的道理。

賽前熱身
，準備就

緒
有姿勢，

有實際
努力向前

，要求突
破！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６Ｂ　劉萍

　　在今年度的北區校際田徑比賽中，我
的成績進步了很多，還拿下了獎牌！
　　上年度，我被選為運動員，由於不太
適應，在早上回校練習時，很是懶散，還
經常不出席。無論體能和技術都沒有多大
進步，結果在比賽中沒有得到任何獎項。
　　今次，我立志要重新振作。早上我積
極回校練習，老師吩咐我做的各項訓練，
雖然很艱苦，我也沒有偷懶，我遵從老師
的指示，努力去做，老師還稱讚我呢！
　　今年度我取得了一百米賽事的第四
名，還在多間學校的接力邀請
賽中，獲得佳績，
這 令 我 深 深 明 白
「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的道理。

６Ｂ　劉橋宏
　　「失敗乃成功之母。」我從
小便明白這句話當中的含義。每
當我遇到困難，我也不會輕言放
棄，而是從失敗中汲取經驗，努
力改進。
　　上學年我參加了「北區校
際田徑比賽」的一百米短跑賽
事，但沒有名列三甲。這學年從
九月中開始，每天早上，我都回校訓練。有時在
學校的操場練習，有時會前往蝴蝶山進行體能特
訓。雖然在訓練當中很辛苦，但我沒有放棄，因
為我堅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經過幾個月的艱苦訓練，我再次站在跑道上
比賽。這次是我代表學校參賽的最後一次，我全
力以赴。結果，這次不但獲得了冠軍，還打破了
大會的紀錄。
　　最後，我非常感謝老師的訓練，沒有他們的
指導，我就不能站在冠軍的頒獎台上。所以在這
裏我要衷心地說：「謝謝老師！」

咬緊牙關，奮力向前

奪得獎牌，凱旋榮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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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際朗誦節比賽期間，本校舉辦多

次「朗誦分享會」，讓同學在賽前有一個

預演的經驗，在比賽時，更有自信！同學

透過互相觀摩，彼此分享朗誦心得，藉此

提升朗誦的興趣。

同

學
表
情生動，傳

神
動
聽
！

同
學
用
心
演

譯
的態

度，非常

值
得
欣
賞
！

同
學
們

透
過預

演，建立

自
信
。

懂

得
欣
賞，

才會有進
步

。

看
! 同
學
的
面
部
表

情
及身
體語言配合

自

然
，
聲
調
動
聽
感
人

。
6A 楊晞 : 今年度是我第三
年參加朗誦比賽，這次是
我首次獲獎─英詩獨誦
季軍，真是令我喜出望外。
我付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在此，衷心謝謝訓練我的
老師─曾老師。

6A 韓寶莉 : 我感到很榮幸，
因為在云云數十人中，能夠奪
得「粵語詩詞獨誦」亞軍是一
件很不容易的事，但經過校長
和林老師的指導，以及自己在
比賽前勤奮練習，深深體會到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
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3D 呂祖蔭 : 我慶幸今次奪得
了粵語詩詞獨誦季軍。我絕不
會驕傲，反而會更加努力。我
非常感謝蔡老師，因為每天上
課前，她都會不停地訓練我，
教導我，謝謝您，蔡老師！

4A 邱國堃 : 我覺得很興奮和高
興，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奪得了普
通話詩詞獨誦亞軍。我很感謝訓
練我的李老師和楊老師，她們給
我很多鼓勵和支持。還有，爺爺
陪伴我參加朗誦比賽，他對我的
支持，我真的不會忘記。

3D 梁浩文 : 今年是我第三年參加校際朗誦比
賽了！我很開心及興奮，因為我在比賽中獲得
了兩個獎，分別是「粵語詩詞獨誦」冠軍及
「英詩獨誦」亞軍。能夠獲獎，是因為我平
時會細心留意老師示範朗誦時的技巧，我亦會
幻想自己是詩歌的作者，朗誦時就更能投入感
情。此外，我平日都會保護聲帶，少吃零食和
凍飲。我希望下一年再參加朗誦比賽 ! 最後，
謝謝老師悉心栽培，建立我朗誦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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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表演

2011 年 9 月 25 日 
花式跳繩隊獲香港心
臟專科學院邀請到荃
灣愉景新城表演。隊
員們精彩的表演贏得
全場掌聲 !

表演完畢，留個紀念，來一
張威水大合照 !

sport ACT 急口令比賽

日日運動身體好，你知我知佢
知道，點樣先至係最好？記住
口訣跟住做
One Two Three Four⋯⋯

嘩 ! 我 很 高
興 當 了

sportACT 急口令
擂

台陣台
主呀 !

一人一花活動

大家都十分渴望得到花苗 !

今年的
主題花

是秋英
!

參觀科學館

看！我們也能「發電」！

在鏡子世界的
我像個巨人，
真神奇！

享受唱歌的樂趣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民歌組組
員參加第十一屆全港

小學英文民歌組合歌

唱比賽。看 ! 他們多
投入，又唱又跳，一

起演繹《Do-Re-Mi》
這首動聽的樂曲。

民歌組組員全是我們 6A 班同學 ! 我們一
起參加民歌組，感到很開心，這裏撮錄
了我們的感受，與大家一起分享。
• 課後，我們輕鬆地練習唱歌技巧，歌
聲帶來的歡樂，笑聲不絕，十分溫馨

• 可以學到很多英文生字和音樂知識，
令我們獲益良多

• 唱歌時，能令我們放鬆心情，有減壓
的作用

• 參加比賽，可以豐富我們的學習經驗
• 組員之間加強溝通，增進彼此的友誼
• 民歌組是充滿樂趣的小組，老師認真
地教我們唱歌技巧，使我們享受唱歌
的樂趣

家教會會員大會

上屆家教會主席劉偉蘭
女士功成身退，從校長
手中接過感謝狀。在此，
我們祝福她生活美滿。

各新任
家教會

委員在
林錦桃

主席的
帶領下

宣誓，
竭誠為

學校服
務，精

神可嘉
！

敬師日

校長，我們就快畢業了，多謝您這
些年來的教誨，我們會銘記於心。

廖嘉偉老師，
多謝你來教導
我們，這個蘋果
是我們的小小心
意，希望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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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愛心郵遞」活動

欖球訓練

衛生教育講座及攤位遊戲

風紀訓練日營

校園開放日

小一迎新日

聖誕節是最能分享歡樂及
愛的日子！

愛心郵遞員為校長、
老師、同學送上聖誕
卡和愛心糖果，以表
關懷。

本校駐校言語治療師馬姑
娘，為家長主持講座。

陳教練說 :「大家要把球接
穩，然後⋯要快跑⋯要達
陣⋯要取分 !」。

這個衛生常識問題，就由
我來回答啦！

看看家長的
積 極 投 入，
及開心喜悅
的 表 情， 就
知道講座的
吸引力啦！

隊員們積極練習，為本年
度的欖球比賽做好準備。

來來來！看我用最快速度完
成，獲獎就是這麼容易。

要成功，無難度，你看我們多高興！

風 紀 們 要
迅 速 地 拾
起數字咭，
默 契 及 專
注 力 絕 不
可少！

嘻嘻！我收到同
學給我的聖誕卡
和糖果啦！

誰是幸運兒 ?「我、我、我⋯」的叫聲就此起彼落 ~

歡迎蒞臨我們的校園開放日。

「你好，我是
小一新同學，
我來向老師報
到的。」

訪客們十
分用心聆

聽

小老師的講
解。

雖然是新同
學，新相

識，彼此也
可以很快

開展友誼。

家長教育─
言語治療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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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令我失望的事》   

6B 孫旺維

　　今天我非常失望，因為所有人都忘記了我的

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又是星期五—接近週末快

將放假的日子，我的心情異常興奮。早上回到學

校，沒有人提起「生日」這兩個字。其實我曾經

告訴同學，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我心想：「他

們可能真的忘記了，沒關係吧！因為在眾目睽睽

下提醒他們忘記了我的生日，我會沒面子的。」

放學後，我低下頭失望地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我想找一個人傾訴，家中卻沒有

人。姊姊要參加課外活動，爸爸和媽媽上班去了。

當時我已完成了功課，只好開啟電腦，看看有沒

有朋友記起我的生日。可是天意弄人，卻沒有一

個朋友在線。之後，我按動電視機的按鈕，電視

播放着一個小孩和家人正在慶祝生日的情境，看

着那畫面，我非常難受，真的想哭起來。

　　一會兒，姊姊回來了。她竟送給我一份禮物，

我想始終是姊姊待我最好。當我打開禮物時，我

大叫一聲，可惡的姊姊竟然裝好心戲弄我，那是

一個空盒子，裏面根本沒有禮物，真過份！

　　我明白沒有人會在乎我的生日，所以這一年

我過了一個失望的生日。

My school picn
ic

W e  h a d  t h e  s c h o o l  p i c n i c  o n  t h e 

ninth of November. I went to Sai Kung 

Lions Nature Education Centre with my 

teachers and my classmates by school bus. 

We arrived there at ten o’clock.

It was a ra iny day.  It was wet and 

cool ,  too.  First,  we went to the Shel l 

Hall. There were many interesting shells. 

Next, we went to the Agriculture Hall. 

There were many people. I could not see 

anything. Then, we went to the Fisheries 

Hall. There were many funny fishes and 

they were very cute. After that, we had 

lunch. The food was very yummy. Finally, 

we went back to school at one o’clock.

What a funny day! I was very happy.

An unforgett
able birthd

ay

My birthday is on 29th November. I had 

an unforgettable birthday last month. On 

that day, I felt very lonely in the morning 

because my classmates did not have time to 

play with me. I walked alone after school. I 

was sad. 
There was no one at home. Then I lay on 

the sofa comfortably.  Suddenly, a lot of 

colourful ribbons flew to me. I felt very 

scared and I shouted loudly. At that time, 

my mum and dad came out from the kitchen. 

They took out a birthday cake and said, 

“Happy Birthday!” I was very surprised. I 

gave my mum and dad a big hug. 

I felt very happy because my parents love 

me very much.

我的志願

3A    陳子睿
　　我的志願是當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
　　小時候，每當我生病的時候，總是覺得很難受和很痛
苦。但是每次爸爸、媽媽帶我去看完醫生，吃了藥後，我
就會很快好起來，可以再和小朋友一起玩耍。而爸爸、媽
媽又露出了笑容。那時，我就會想：當一名醫生真好，可
以讓人減少病痛，帶給人歡樂。　　現在我已九歲了，最疼愛我的外婆老了。她偶爾會有
老人病，每當我看到她病倒時辛苦的樣子，我就想當一名
醫生去幫助她。我更希望研製一些新藥，不論有甚麼病，
只要病人吃了它，就會恢復健康，繼續快樂地生活。
　　因此，我現在要努力學習，去實現我的理想。

活潑
的線條

1B 謝穎
欣

有益
的食物

2B 廖仟
蕙

5B  Tsang Pak W
ai

4A
 T

o Y
un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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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

1A　高萬翔

媽媽是個小鬧鐘，

每天叫我起床上學。

爸爸是一隻大獅子，

我不聽話，他就會大聲叫。

我是一隻小猴子，

因為我很瘦。

A letter to Joseph
Dear Joseph,

How are you? Mum told me that you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this winter. I am happy to hear that. 
I think you should go to Ocean Park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exciting rides! We can also ride on a cable car, watch sea animals and watch a dolphin show. At night, we can go to the Peak. We can see the night view of Hong Kong from the Peak and there are d ifferent k inds of shops. We can buy many souvenirs. However, the things there are quite expensive!See you later.

Best wishes, Ivan A diary
    Sunny                                       20thJuly,2011

Today, my pen-friend, Sam, came to Hong Kong 
to visit me. I took him to visit some famous Hong 
Kong sight-seeing places. 

First, I took him to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It was a famous sight-seeing place in 
Hong Kong. We saw a lot of things there and the 
dinosaur model which made us pay attention for 
it. We also took a lot of photos with it.

Next, we took a bus to go to the Hong Kong 
Space Museum. We spent twenty minutes to get 
there. After we arrived, we watched a sky show. 
It was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Then, we saw the 
earth model and the stars in the Space Museum. 
They were so amazing.

 After that, we took a tram to go to the Peak 
Tower.  We bought some clothes, toys and some 
stamps. The stamps were quite expensive. We 
had dinner after shopping. At night, we saw the 
views of Hong Kong at the Peak. It was very 
beautiful.

At last, I sent him back to the hotel and I 
went home.

Although I felt very tired, I had a wonderful 
and nice day.

郊
外風
光好

4B林
旭倫

梵谷的星夜世界 6A 葉國文

有

趣
的
小丑

3B黃
曉
盈

6A Law Yan Lam M
ark 

5A
  F

un
g Y

uen Ying  



中文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中文詩詞獨誦冠軍 3D梁浩文
中文詩詞獨誦亞軍 6A韓宝莉
中文詩詞獨誦季軍 3D呂祖蔭
中文散文獨誦優良獎 2B李震東；2C郭嘉潁；4A葉浩永

中文詩詞獨誦優良獎

2B張善行；2C吳淦松、黃諾峰、鄭焯賢、許綽恩；
2E陳海蕙；3A陳佩儀、劉德興；3C梁禮宏、劉浩然、
劉詠琳；4A邱倩儀、陳詠詩； 5A周曉媚、關穎桐、
季紫雅、翁嘉穎；5B曾栢慧；5C蕭曉楠；6A葉國文、
陳寶如、陳紫珊、彭可欣、韓宝嶸；6C 郭麗瑩、
岑曉嵐

中文散文獨誦良好獎 2B譚亦文；4A劉嘉俊
中文詩詞獨誦良好獎 1B 郭嘉瑩；2B黃小津
中文散文集誦優良獎 中文集誦隊

第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金獎 6A黃子龑、李卓凝、劉慧琪、冼匡盈
銀獎 6A漆霆鈞、鍾美娟、韓宝嶸、陳寶如、李敏伶

銅獎
6A楊晞、葉國文、羅恩霖、張國鑫、張尚智、葉君誠、
韓宝莉、謝梓瑩、劉芷晴、彭可欣、陳紫珊

「童話說不完」
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太和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亞軍 6A謝梓瑩

優異 5A陳子彤、6A李卓凝

JUMP SMILE喜跳夢工場計劃 
---「逆境自強」標語創作比賽 鳳溪創新小學

季軍 5A吳茵妍
優異獎 2D林𩓙妍；2E吳禮勤；3B黎浚賢；3D陳景進 

英文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英文詩詞獨誦亞軍 3D梁浩文
英文詩詞獨誦季軍 6A楊晞

英文詩詞獨誦優良獎

1A祝錦軒、林雅翹；1D文嘉燕；2B蘇慧珍；
2C郭嘉潁、林芷晴；2D唐凱欣；2E吳詠芯、陳晉杰、
楊璐銘； 3B張羽； 3C郭可儀、李卓穎；3E陳穎莹、
葉汶峰；4A鄭蘊姿、岑嘉碧；4B陳芷穎；5A鄧百維；
5B曾栢慧、容若曦、 馮天頴、 陳雪琪； 5C胡港威、
羅恩浩；5D林潤誠；6A鍾美娟、李卓凝、陳振鏵、 
羅恩霖； 6C麥詠婷、 梁善怡、楊曉清

英文詩詞獨誦良好獎 2B李震東、陳智聰；2D梁熙研；2E彭莉珊；
4A譚亦文、劉家希；6C盧可欣

英文詩詞集誦優良獎 英文集誦隊

第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金獎 6A羅恩霖、張尚智、鍾美娟、謝梓瑩

銀獎
6A 葉國文、張國鑫、黃子龑、葉君誠、李卓凝、
劉慧琪、韓宝莉、劉芷晴

銅獎
6A楊晞、蔡耀麟、漆霆鈞、韓宝嶸、彭可欣、
冼匡盈、陳紫珊、陳寶如、李敏伶、郭芷晴

數學
第九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

邀請賽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

金獎
6A 葉國文、 韓宝嶸、 張國鑫、 張尚智、李卓凝、
鍾美娟、劉芷晴

銀獎
6A蔡耀麟、張偉、郭浩賢、劉慧琪、謝梓瑩、
陳巧思、洗匡盈、陳紫珊、陳寶如

銅獎
6A楊晞、羅恩霖、黃子龑、葉君誠、韓宝莉、
彭可欣

音樂
第五屆中華民族藝術特長生

全國總決賽

中華民族藝術特長生
選拔活動組委會

中國東盟藝壇新秀
選拔活動組委會

兒童 B組
葫蘆絲獨奏金獎

5A馮婉瑩

兒童 B組
巴烏獨奏金獎

5A馮婉瑩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 6A李卓凝、韓宝莉

視藝

「藍天綠地在香港」
設計比賽系列 2011--
全港學界板畫設計比賽

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

小學組優異獎 6A劉芷晴、陳寶如、彭可欣、陳紫珊

「大埔及北區科學科技教育
供應鏈中心計劃」-- 

填色繪畫及創意設計比賽
香港機械人學院 優異獎 4A 張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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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話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4B邱國堃

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獎

3D董詠嘉；3E郭歡、羅萏；4A洪藝文；4B王凱琳；
6A韓宝嶸、韓宝莉、謝梓瑩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2D唐凱欣；4A李佩堯、靳晴

普通話詩詞獨誦
良好獎

4B劉展文；  4C梁佳偉；  5B朱海燕；6C李雅怡、
梁善怡、盧可欣

普通話散文獨誦
良好獎

4A吳嘉琪；4B張文政

體育

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小學分會

男子特組 100米冠軍 6B劉橋宏
男子特組 400米冠軍 6C劉自強
男子特組推鉛球冠軍 6C劉自強
女子乙組擲壘球冠軍 5A吳茵妍
女子特組推鉛球亞軍 6A韓宝莉
女子丙組擲壘球亞軍 4B吳雪雅
女子特組 100米季軍 6A吳綺敏
女子特組 400米季軍 6C楊曉清
男子甲組擲壘球季軍 6B鄭祥樂
男子乙組擲壘球季軍 3D張鵬洋
男子特組 100米殿軍 6B蔡家俊
男子特組 400米殿軍 6B謝鴻章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3B穆詠欣；4A張蕙琳、莫敏桐、洪藝文；4B何希妍、

王凱琳、吳雪雅

男子甲組 400米第六名 6C黃泳濠
男子甲組

4x100接力第六名
5A陳宇；5C丁文文；5D張国城、李祖澤、何福賢；
6C黃泳濠

女子丙組
4x100接力第六名

3B穆詠欣；4A張蕙琳、莫敏桐、洪藝文；4B何希妍、
王凱琳

女子特組
400米第七名 6B王錦蓮

女子丙組
60米第七名 3B穆詠欣

男子乙組
60米第八名 5A文嘉希

男子甲組
200米第八名 5C丁文文

男子甲組
400米第八名 5A陳俊滇

男子乙組
4x100接力第八名

3D張鵬洋；4B陳健誠、劉子謙；5A文嘉希；
5D廖秦源、陳迪文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1-2012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B劉橋宏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明愛粉嶺
陳震夏中學

小學男子組
4x100接力亞軍 5A陳宇；6B劉橋宏、蔡家俊；6C劉自強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小學男女子組

4x100接力季軍 5A陳宇；5D張国城、楊思沛；6C游裕僖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友校邀請賽

香港教師會
李興貴中學

男子 4x100接力
冠軍

5A陳宇；6B劉橋宏、蔡家俊、劉自強

女子 4x100接力
季軍

5D楊思沛；6A吳綺敏；6B劉萍；6C楊曉清

競技比賽冠軍 3B施林峰；3D鄭嘉駿、張鵬洋；4B王凱琳、陳健誠
救世軍石湖學校第 15屆陸運會 救世軍石湖學校 融合接力冠軍 6B劉橋宏、蔡家俊；6C劉自強

大埔及北區小學聯校
籃球邀請賽

神召會康樂中學 冠軍
4A鍾偉駿；5A陳俊滇、陳宇；5D何福賢；
6B 歐宇揚、 鄭祥樂、 蔡家俊、劉橋宏、謝鴻章；
6C劉自強、黃泳濠、楊鴻鑫

第三十四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少年組
銀獎

4A陳巧雯、洪藝文、黃雯莉、邱倩儀；4B蘇詩敏、
謝泳儀；4C羅淑怡；5A季紫雅、陳頌沂、楊思琪； 
5B馮天頴、 李晞桐、曾栢慧；5C黃晴儀；
6A何靖怡、謝梓瑩；6B梁穎懿；6C楊曉清

資優
教育

2011全港新來港學童
獎勵計劃

宏施慈善基金
社會服務處

傑出學業獎 5A 馮婉瑩

2011第三屆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香島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優秀小學生獎 5A馮婉瑩

其他
獎項

北區各界慶祝 62 周年
國慶嘉年華

北區各界慶祝國慶
籌委會

攤位設計比賽
季軍

活動組

北區公益少年團中國象棋大賽 北區公益少年團 高小組殿軍 6A張偉
11

科 /組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名稱 得獎學生姓名



本校 2009 年畢業生劉翠婷
，

現就讀於鳳溪第一中學中三
級

　　不經不覺，離開母校已經三

年了。

　　我仍很懷念母校的六層樓梯，

從前，每天上課都必須走上幾趟，

那時候覺得真的很累，有時總會有點抱怨，現在

卻很懷念呢！

　　我是在五年級時到母校插班的，還記得那時

的我，傻傻呆呆的。我很感謝五、六年級這兩

年教導我的老師，特別是我的英文老師──曾

淑嫻副校長及郭慶峰老師。那時的我，只認識

a,b,c,d……26 個英文字母，上課時，根本不知

道老師在說什麼，可是他們都沒有放棄我，還利

用課後的時間來教導我英文。我知道自己的英文

基礎比別人弱，老師教我非常吃力。現在，我的

英文已漸有進步，沒有辜負老師對我的教導。

　　在中學老師的耐心指導下，三年來，我的成

績也不錯。今天，我能入讀 3A 班呢！能夠入讀

鳳溪第一中學，我真的很開心！這裏就像一個大

家庭一樣，同學們互相關心、幫助，老師們也很

關心我們。我有着一班可愛的同學，課後時間，

大家談笑、聊天；有着一個優美的校園，當我有

壓力時，便會下去走走，其他學校未必有這麼美

麗的校園；有着一群關心我的老師，每當我在學

習上有不明白的地方，老師都會耐心地給我解答，

有時還會用課後的時間替我們補習。

　　我很慶幸中、小學均能在鳳溪這個大家庭生

活、學習！
劉翠婷

本校2006年畢業生石潤星，
現就讀於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中六級

    時光飛逝，離開母校已
經六年了。回想起還在母校

的歲月 , 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小學的「那些年」總是多姿多采的，教人回

味不已。母校的老師就是我們成長路上的明

燈，照亮我們成長的路，使我走對方向。「諄

諄教誨，春風化雨」，這句話代表我對母校

每一位老師的敬意。   ‘Cease to struggle and you 

cease to live’在此憧憬師弟、妹青出

於藍，老師們桃李滿門！

石潤星

本校 2011
年畢業生湯

浩軒，

現就讀於鳳
溪廖萬石堂

中學中一級

    大家好，我是 2011 年畢業生湯浩

軒，現就讀於鳳溪廖萬石堂中學中一級。

    剛升上中學的時候，我不太習慣中學

的生活。在老師的指導下，數個月後，我漸

漸適應了，還發現中學充滿新鮮的事物，有不同的活動，

不同的學科，讓我去學習，令我每天也過得很充實。

    我也很懷念小學的生活，掛念小學的老師。所以放學

後，只要有時間，我也會相約小學同學回校探望老師，互

訴近況。在重陽省墓活動及運動會上，我遇見母校校長和

老師，心中泛起一份「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在此，我衷

心感謝母校和老師對我的教導和栽培！
湯浩軒

本校 2011 年畢業生韓永文，

現就讀於鳳溪第一中學中一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是我在

母校上學的最後一天，也是最特別

的日子。過了這一天，我們便小學畢

業了，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階段，準備迎

接中學的全新生活。

    我在母校的最後一年，便開始捨不得老師和朋

友。我懷念小學的童真，懷念小學的自由，懷念

小學生活的快樂，無數懷念，千言萬語都難以表

達。小學生活多姿多采，在校園裏、課室內發生

了很多難忘、有趣的事情，如：我們合作設計聖

誕壁報。最初，我們都以為設計的工作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的時候，我們卻毫無頭緒。幸好在班

主任區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一起討論、構思和設

計圖案，然後分工合作，最後也完成了我班獨一

無二、全班參與製作的聖誕壁報，還獲得六年級

組的冠軍呢 ! 我們高興極了 !

    課堂上的學習，老師的循循善誘，同學們的熱

烈討論，還有小息時的談天說地，這些片段，都

隨着時間過去了，卻成了我們寶貴的回憶。六年

級時，我已珍惜在母校裏度過的每一分、每一秒。

現在，即使我已離開母校，但母校的栽培和老師

的教導，我也會銘記於心。

    剛剛跨入中學的大門，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

充滿了新奇。這是一個新的開始，讓我們去展示

自己的才華，展示自己的實力。我坐在明亮的教

室裡，有同學的歡笑，有老師的關懷和教導，有

同學們在球場上的吶喊，有同學們動人的歌聲！

一切都充滿著活力。

    中學的課程雖然較艱深，但我會努力去學習，

漸漸去適應新的環境！

韓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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