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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外評核概述

　　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分部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至

三十日及十月四日共四天，到

本校進行校外評核。至十二月

二十八日，本校收到該局的書

面報告。因應質素保證分部之

前所收集學校對校外評核的意

見和外間對校外評核的不同反

應，由本年度起，教育統籌局對校外評核作出了以下的修訂：

　　1. 不會為在所評核的十四個範圍評分；

　　2.不會將整份的校外評核報告上載於教育統籌局的網頁內；

　　3.學校不得將部份章節發放予外界人士；

　　4.不鼓勵學校將外評報告作宣傳用途。

    因此，本校決定將整份的校外評核報告的複印版存放在校務處，歡迎各位家長於校內閱覽。

    是次校外評核得以順利進行，除了因為老師

在事前已作出了充分的準備外，實有賴家長教師

會的部份幹事及家長代表於外評期間的其中一個

早上，專誠抽空到校與外評隊伍的人員會面，提

供寶貴和正面的學校資訊予外評人員，令他們對

本校有更全面的認識。本校對於家長的一再支

持，再一次致以衷心的感謝。

郭達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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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
綺麗老師

教學年資
：十五年

興趣：閱
讀、旅遊

、聽音樂

家庭狀況
：

已婚，育
有一子

座右銘：
永不放棄

恭賀劉綺麗老師
     榮獲「2005年」優秀教師獎

S：劉老師，恭喜你獲得「2005年優秀教師獎」，可否說說你的教學心得？

T：多謝你們。我覺得當教師首要是有愛心、愛學生；有創意，通過不同的設計活動，讓小朋友從活動中學

習，自然希望他們能夠學得更多知識。中文科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沉悶的，同學選舉最喜愛的科目，永遠不

會是中文科。自從自己成為中文教師後，便一直想令課堂變得有趣，讓學生能愉快地學習。所以在課堂中

我會用生動的語調去進行學習活動，並令學習活動變成遊戲，讓同學更投入學習。

Q：有甚麼原因啟發你成為一位老師？

A：這要回想我讀小學的時候，有一位教英文及社會科的老師，他就像我的爸爸一樣，平易近人，又像一本百

科全書，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問他就會知道答案，我漸漸視這位老師為偶像，更漸漸喜歡上當教師，希

望能將自己所學，傳授給可愛的小朋友。

Q：在教學生涯中，有甚麼事情使你難忘的？

A：難忘的事情有很多，⋯⋯還記得我第一年執教鞭，遇着一羣頑皮成績欠佳的小男生，經常要留堂補課；前

年，其中一位小男生從美國回來新校探望我，想不到他現在已是一名大學生，個子長得高大威猛。他第一

句便跟我說：「Miss  Lau，你的樣子沒有變，我還記得你當年教訓我的話呢！」哈，原來他沒有把我的話

當「耳邊風」，多令人感動！

Q：劉老師，當老師有沒有壓力？

A：現今教育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教師的工作不獨是在課堂上教學，更要安排活動，擬定多元化的計劃，還要處

理排山倒海的文書工作，壓力可不少。

Q：有沒有想過放棄？

A：沒有。幸好，我校的同事都能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共同面對，而在工作透不過氣時，我亦會停下來，聽聽

音樂，看看書，紓緩一下。所以到目前為止，我仍沒想過放棄「教師」這份天父委派我的使命呢！

Q：當教師有沒有滿足感？

A：當然有啦！當我看見學生的進步，那怕只是一丁點兒的，我就會雀躍萬分。有時，學生還給我小禮物，圖

書、問候卡、⋯⋯都令我甜在心頭，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Q：劉老師，現在有了小寶寶，會不會沒

有時間照顧他？

A：我相信時間的分配及家人的支持是很

重要的。到目前為止，仍能兼顧。

Q：今日好多謝劉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喜

大

訊

     

     

本校十分高興劉綺麗老

師獲提名參加由「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的

優秀教師選舉2005」，

並榮獲「2005年」優秀教

師獎。

    本校的校園小記者十分榮

幸地能夠邀請到劉老師作以下的

訪問，讓同學們可以一起分享劉老

師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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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樂趣多
在禮堂齊齊等待出發！

看看我的姿勢，就知道我是桌球高手。

大旅行
    同學們還記得我們的大旅行是

在哪裏舉行嗎？對！是在西貢戶外

康樂中心，那天你們玩得開心嗎？

相信是愉快的一天。

我 一 定 會 射 中

紅圈的。

與同學一起玩耍，十分歡樂。

全情投入競技比賽
「加油！加油！」

肚子餓了！我們一起感謝天主，

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努力啊！向上爬吧！

嘩！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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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 齊健身手           展露矯 創
齊

創輝煌成績    高峰

籌備已久的第一屆

運動會，在2006年1月13

日舉行，各位同學都投入參與，

反應熱烈，多謝各位家長，老師和同

學的支持和合作，令到運動會

可以順利進行。

大 力 一 拋 ⋯ ⋯

嘩！好遠啊！

一飛衝天，看看我

可以跳得有幾高！
使勁地一跳，量

一量看看有多遠

家長、師生友誼接力賽跑

第一屆運動會

運動健兒個個「醒」，囊括獎牌無得頂！

遙遙領先，我一定

可以得到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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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力 一 拋 ⋯ ⋯

嘩！好遠啊！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00M 

姓名 黃嘉俐 林穎詩 張艷璐

班別 6B 6C 6A

成績 38秒45 38秒69 41秒46

100M 

姓名 譚詩詠 黃嘉俐 鄭志勤

班別 5A 6B 6C

成績 16秒36 17秒68 18秒01

班際
4×100M
接力賽

班別 6B 5A 6A

成績 1分15秒92 1分15秒98 1分16秒43

跳高

姓名 韓靜文 麥婉玲 杜文君

班別  6A  5C 6C

成績 0.97M 0.95M 0.95M

跳遠

姓名 洪詩棋 梁羽玲 韓靜文

班別 5B 5A  6A

成績 2M47 2M18 2M11

壘球

姓名 黃嘉俐 林穎詩 鄺載欣

班別 6B 6C 5C

成績 19M81 14M75 14M40

女甲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M

姓名 林曉雯 梁浩僑 韓文慧

班別 4B  3C  4A

成績 10秒60 11秒52 11秒59

班際
4×100M
接力賽

班別 4C  4A  4B

成績 1分23秒29 1分25秒22 1分25秒79

跳遠

姓名 林曉雯 禤詩卉 尹艷艷

班別 4B 4A 3A

成績 2.93M 1.83M 1.82M

壘球

姓名 鄭君希 陳琬之 尹艷艷

班別 3C 3A 3A

成績 11M19 9M45 9M42

女乙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200M

姓名 陸兆廷 梁啟宇 鄭義樺

班別 6A  5C  6A

成績 31秒49 33秒98 34秒95

100M

姓名 陸兆廷 鄭義樺 張浩鋒

班別 6A 6A 6B

成績 14秒47 16秒27 17秒20

班際
4×100M
接力賽

班別 6A  6C  6B

成績 1分08秒82 1分11秒86 1分11秒96

跳高

姓名 譚樂文 羅啟軒 黃俊興

班別 5B 6C 5C

成績 1.08M 1.01M 0.95M

跳遠

姓名 羅啟軒 梁啟宇 馮俊儒

班別 6C 5C 6A

成績 2M81 2M29 2M16

壘球

姓名 袁嘉豪 黃俊興 陸兆廷

班別 6A 5C 6A

成績 29M42 28M89 24M40

男甲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M

姓名 呂兆強 林瑧峰 莫智樂

班別 4C  4A  4A

成績 10秒06 10秒67 10秒74

班際
4×100M
接力賽

班別 4A  4B  3A

成績 1分15秒37 1分17秒52 1分22秒22

跳遠

姓名 呂兆強    盧橋 吳嘉熹

班別 4C 3A 4B

成績 2.73M 2.29M 1.99M

壘球

姓名 梁民鎧 鄧逸朗 譚其彥

班別 4C 4C 4B

成績 17M84 16M19 16M18

男乙

第一屆運動會運動員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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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燈謎晚會

春風得意迎新歲，
          校友歡聚慶元宵 

    2月10日（正月十三）舉
行了第二屆「元宵燈謎晚會暨籌
款活動」，目的是讓全校的家長
和學生，能對中國傳統的節日有
進一步的認識，透過猜燈謎，加
強親子的關係，大家更可參與我
們所安排的各類活動，讓家長，
學生、老師和校友、能度過一個
愉快的晚上。

校監、校長、副校長、家教會主席何太、校友會主席胡麗
斯小姐、前任課外活動主任梁晶瑩主任等擔任開幕禮嘉
賓。在一片「爆竹」聲中，晚會正式開始。

 當然少不了換禮物 ! 

「棉花糖，甜絲絲」「粟米、爆谷，好好味！」

看！我們禮堂的佈置和攤位遊戲的設
計，都充滿節日的氣氛。

利是封「大變身」，透過同學的創意，
原來利是封可以變成花燈、孔雀、全
盒、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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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文章 元宵燈謎晚會

你們看 !操場上九個攤位出現

        
    「人龍」，擠得水洩不通。

梁升彥　五丙

　　我校在二月

十日晚提早

慶祝元宵

佳節，舉

行了一

個元宵

燈謎晚

會，邀

請了同學

和家長共

數百人一

起參加這次

活動。我和弟

弟也有參與，爸爸

和媽媽則在活動裏當義

工，他們是在小食部幫忙。

　　當天晚上，我到達學校後，看見操場很熱鬧，原來正在舉行

開幕儀式，校監和校長分別致辭，還有數位嘉賓出席，「第二屆元宵燈謎晚會現

在正式開始！」聽到校長的宣佈後，人們紛紛走到小食部、禮堂或操場上的攤位

去，我和弟弟就率先到達小食部。

　　我先用食物券向媽媽換購了爆谷和棉花糖。「哇！棉花糖真美味！」我驚訝

地說。

　　跟著我便和弟弟一起到禮堂去猜燈謎。哈！我和弟弟不斷嘗試尋找燈謎的答

案，得到了很多禮物呢！突然，我聽到老師在台上唱歌，但是弟弟很想快些去玩

遊戲，所以我們只是聽了一首歌，便走到操場去了。

　　終於到了玩攤位遊戲的時候，我和弟弟玩了投球、擲糖果和用筷子夾波子等

遊戲。老師和家長把操場佈置得很有中國新年的特色，而且氣氛溫馨。我和弟

弟都捨不得離去，還再加買了一些食物券和遊戲券，直到晚上九時左右才回家

去。

　　這次活動，我和弟弟都覺得很有意義，因為可以籌款捐助學校，添置多些資

訊科技的設施，又讓我們對中國文化加深認識，所以我很希望學校每年都可以舉

辦一次元宵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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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天地

冠軍 亞軍 季軍

姓名：陳樂庭
班別：P.6B
主題：萬聖節

姓名：陳瑄湄
班別：P.5C
主題：熊貓

姓名：何麗琪
班別：P.5A
主題：中國建築

我 最 喜 歡 的 小 吃

陳衍喬　五乙

　　我最喜歡的小吃是雪糕，因為雪糕有很多不同

的味道，例如：巧克力味、芒果味、蜜瓜味和草莓

味等等。還有五彩繽紛的顏色可以供給我們選擇。

　　記得我第一次吃雪糕是我剛剛兩歲的時候，爸

爸和媽媽帶我到超級市場購買水果和蔬菜。當媽媽

前往蔬果部的途中。爸爸看見有一位姐姐正在推銷

新出的西瓜味雪糕，所以爸爸就一邊拉着媽媽，一

邊抱着我走到這一位姐姐的身旁，姐姐便介紹這一

種雪糕的特色，經這姐姐的一番推銷，爸爸和媽媽

都異口同聲地説：「好！」於是，便買了這一款新
口味的雪糕回家了。

　　我一回到家中，媽媽便給了我一杯剛才買回來

的雪糕，我吃第一口，覺得雪糕冰涼的感覺直滲入

我的心坎，簡直一試難忘，我吃得津津有味，便請

媽媽再給我多添一杯雪糕。

6B Chow Sin Yu
2 Hospital Rd

Sheung Wan 
Hong Kong

18th November, 2005

Dear Santa,
  How are you? Are you busy sending presents? In Hong 
Kong, the wea ther is cold and windy. We need to wear many 
clothes.
  We have Christmas holidays in December. On the 
Christmas holiday, we don’t need to go to school. We stay at 
home and eat roast chicken. We also sing Christmas songs 
and have Christmas dinner.
  On the Christmas holidays, I’ll go to China. I’ll buy a 
dog for my cousin because he likes animals. I’ll buy a school 
bag for my sister because her old school bag is dirty.
  I hope you can give me a teddy bear and a hair clip 
because my hair is too long.
  I wish every one could be happy and rich and that other 
countries wouldn’t have wars.

Love from,
Chow Sin Yu

  冠軍（6A）      亞軍（6B）       季軍（6A）

   張翠樺              余思叡              黃俊傑

   李而敏              謝承恩              林麗芳

   黃嘉慧              王沛嘉              柯   林

   王鎧淇              梁潤茵              陳子健

   李可瑩              黃寶儀              伍倩茵

   余艾彤              梁樂思              袁鳳雯

我 的 好 朋 友

陳樂庭　六乙

　　「哎吔！」我雪白的長褲子被地上的積水弄髒了。

如果今天媽媽不是生病了，我才不會來到這個臭氣薰

天，又髒又濕的鬼地方　　市場。

　　正當我垂下頭，提着濕漉漉的膠袋，既尷尬又怒氣

沖沖地想盡快離開市場時，忽然聽到一把清脆的聲音叫

我的名字，原來是我的好朋友珍珍。我與她打過招呼後

就離去了，因為她正在一個魚檔內幫手，見她笑意盈盈

地招呼客人，一面勤快地打魚鱗、收錢找贖，真與她平

日溫文嫻靜的外表有很有分別啊！

　　珍珍是一個品學兼優又樂於助人的好學生，平日我

在功課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都會向她請教。此外，由

於她喜愛閱讀，課外知識非常豐富，聊起天來也口若懸

河，所以我們漸漸成了好朋友。但是我們甚少談起家庭

狀況，她為甚麼在那「鬼地方」出現呢？在好奇心的驅

使下，我一定要向她問個究竟。

　　出乎意料之外，珍珍竟樂意為我娓娓道來。她的爸

爸是一個魚販，所以她在課餘時要到魚檔幫忙，這時我

才恍然大悟，她在小息和午膳時間為甚麼不去玩耍，而

趕緊去做功課。幼稚而膚淺的我，竟然衝口而出地問她

有一個魚販爸爸不覺丟臉嗎？珍珍一本正經地說人不能

選擇自己的父母，難道只有富爸爸才值得歌頌嗎？盡責

愛護和關心子女的父母就值得尊重。況且職業無分貴

賤，只要對社會有貢獻就值得尊重。

　　珍珍的話像對我當頭棒喝，好讓我反省反省。我只

偶然幫媽媽做點家務就怨聲載道，更對別人的職業有偏

見。相對於珍珍，我實在太自慚形穢，太不應該了。俗

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珍珍，你是我正面的

鏡子，我認定你是我的益友良朋。

「情繫家國 和諧共融」海報設計比賽

「情繫家國 和諧共融」海報設計比賽作品（合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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