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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青衣長安邨（長安邨巴士總站對面） 網址：http://www.twghwssp.edu.hk

電郵：wssps@tungwah.org.hk 電話：2497 8784 傳真：2435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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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紮根青衣已二十五年，為了慶賀創

校銀禧紀念，本校舉辦多項慶祝活動，包括：

「25周年校慶慶典」、「校慶同樂日」、「校

慶開放日」及「校友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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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 　    」共賀廿五載
心

立德樹人廿五載  健康學校揚四海  
綠色校園結碩果  資優教學育菁莪

    25周年校慶慶典    25周年校慶慶典

    25周年校慶開放日
    25周年校慶開放日

    25周年校慶同樂日
    25周年校慶同樂日

    校友盆菜宴    校友盆菜宴

小壽桃上的語句祝願我校校譽昌隆。

慶祝活動後，教師、家長、
校友及義工們拍照留念。

攤位遊戲讓大家樂也融融。

展覽讓嘉賓更了解本校的發展。

英語音樂劇的同學為我們演繹
以關愛為主題的音樂劇。

舞蹈組的演出為校慶添上姿彩。

本校及幼稚園學生一同參與競技遊戲。

校友及老師們歡度了愉快一晚。

嘉賓們蒞臨本校校慶典禮。

曾大喜主任為大家即席揮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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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令學生對東華三院的歷史及核心價值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東華三院小學

聯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名為「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的課程，藉著一連串的課程

及考察活動，讓本院屬校小學生一起學習，並互作交流。而大部份的課程均由本院檔

案及歷史文化總主任史秀英女士主講，務求讓學生透徹地了解東華三院的發展史。學

生更有機會到東華三院文物館、油麻地眾坊街一帶、東華三院禮堂、廣福義祠及文武

廟進行考察。

除此之外，兩日一夜的「開平新會考察之旅」更讓學生豐富生活體驗，提升他們

高層次思維能力，如分析能力、批判能力、協作能力及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等。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

計劃（2014）」之梅州之旅目的為學生提供交流

經驗，開拓他們的視野，認識客家圍龍屋的歷史

背景和建築特色，並比較梅州和香港的客家建築

及現存的客家傳統風俗。

德育及公
民教育組

「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活動「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活動

「承傳人」—梁秉豪和王子朗
同學正全神貫注地參與活動。

本校學生留心聆聽史秀英女士
講解本院歷史。

我們與本院十三間小學的「承傳人」一起
參與考察活動，實為難得的機會。

本校以「全男班」陣容參加「開
平新會考察之旅」，獲益良多。

除了參觀外，我們還有機會和
當地小朋友交流。

從考察中學習，我們特別開心。

同學們在「狀元橋」前留念，
希望學業進步。

在博物館裏，我們了解
客家人的生活文化。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 學生「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 學生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

高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4）」
內地交流計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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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of P5 boys had a 
friendly and nice chat with 
a couple from Canada.

P4 students visited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A group of P6 
students took 
the interview 
seriously.

A group of P6 students 
interviewed tourists at 
the Star Ferry Pier. 

英語科
Life-wide LearningLife-wide Learning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Every year we provide a special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LIFE-WIDE LEARNING. This refers to students learning 
in real contexts and authentic settings. Such experiential learning 
enables students to achieve certain learning goals that are seldom 
attained through classroom learning alone. 

Students get a totally different learning experience in life-wide 
learning. They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English lessons. For 
instance, Primary 5 and 6 students conducted a survey. First they 
learned the vocabulary and interviewing language in English lessons. 
Then they grouped themselves in groups of four or five and set the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topic. Next they learned to design and 
set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much preparation, Primary 5 students 
went to Stanley while Primary 6 students went to Tsim Sha 
Tsui. They interviewed expats and tourists. Finally they analyzed 
the data collected, wrote a report and presented what they found 
in the survey. 

Based on comments and opinions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life-wide learning is a precious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One of the graduates told us his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 in primary 
school was the life-wide learning activity. ‘I was so scared when I invited the first tourist to have the 
interview,’ he said. However, when he finished the interview, he felt so satisfied and found himself full 
of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hroughout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are incentivized towards 
learning. They became self-regulated and self-confident. In addition, they learned communication skills, 
cooperative skills,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developed life-long learning capabilities. To conclude, 
life-wide learning is worth continuing to enrich our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 group of P5 girls were very 
excited because the expats 
praised them for their good 
English.



6C丘智健榮獲2014年度
「全港十八區(葵青區)小學
數學比賽」智多星冠軍。4

的中小銜接

數學龍虎榜

「我最欣賞的人物介紹」(學生作品)
讓我們來看看學生心中最欣賞的人物吧!

6C吳嘉恩榮獲2014年度
「全港十八區(葵青區)小學
數學比賽」智多星殿軍。

本校的同學在比賽中表現

出色，勇奪多個獎項。

數學科

三月份為本校中文科閱讀月，主題為名人傳記。閱

讀名人傳記，既是向書本學習，又可以瞭解各人的人生經

歷，不僅可以豐富歷史、文學知識，而且亦有助提升批判

性思維能力，對提高寫作水準都會有一定的借鑒啟迪作

用。是次從青衣公共圖書館借來的名人傳記來自不同範

疇，除了中外文學家、科學家外，還有音樂家、發明家

等，他們對當時及後世都有着不朽的貢獻。此外，還有

很多默默耕耘的名人為社會為人類謀福祉，我們在此向

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呢！

學校曾舉辦一些中、小學的教師交流活動，讓教師有機會一起分享及了解學生

的學習差異及彼此的期望。在分享會中，英文中學教師反映學生升上中一後，在學

習數學上往往出現了適應的問題，例如教學語言改變，同學們覺得中學的數學內容

較為艱深及抽象，而老師的教學方法及要求，相對小學來說，亦有很大的轉變。

為了幫助同學應付上述的問題，本校嘗試在今年的興趣小組時段加入「數學小

精英」小組，目的是讓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學習英語數學詞彙、分析及如何解讀英

語的數學題目等，使其能有一定的基礎，為升中作準備，不因學習階段及學

習環境轉變而令學習有所窒礙，亦希望能讓學生在升中後對學習數學更有

信心。

為提升學生對數學科的學習興趣及自信，本校推薦數學科尖

子參加不同的數學比賽。本年度學生在不同的比賽中表現優秀，例

如：全港十八區(葵青區)小數數學比賽，獲得銀獎及全場殿軍、智

多星冠軍、智多星殿軍、3名優異獎及6名優良獎。此外，學生在「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香港賽區)表現中亦很

出色，是次比賽共獲得18個獎項：獲得1個一等獎，4個二等獎以及

13個三等獎。謹此祝賀得獎的同學，願他們的學業更上一層樓!

    名
記擴視野

    名
記擴視野

    高階思維漸提升    高階思維漸提升
中文科
閱讀月

同學們看得津津有味，不
知他們最崇敬哪位名人?

同學都積極參與這項
有獎問答遊戲呢！

五年級　馮智薈

我最欣賞的名人——魯迅先生

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1936年)，享年53歲。

代表作品：《吶喊》、《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

我十分欣賞魯迅先生，我更要向他學習。

魯迅先生非常珍惜光陰，他曾經說過︰「時間就像海

綿裏的水，只要願意擠，總還是有的。」故此，我時常提

醒自己不能浪費一分一秒。他年少時十分喜歡看書，把別

人玩樂的時間全部放在學習和看書上，最後成為了文學家

和作家。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總是叫世人喜歡，也創造了許

多奇蹟。

此外，我還十分欣賞他的教育方式。他說讀書不能囫

圇吞棗，要細心地閱讀，要認真地把書裏的知識消化掉，所

以我看書很細心。魯迅先生不僅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而且

非常平易近人，從不擺名人架子。所以，我十分欣賞他，還

十分敬佩他。

六年級　陳霖琳

我最欣賞的名人——海倫‧凱勒

每當談起「我最欣賞的名人」的時候，我的腦海中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海

倫‧凱勒」這個名字。為甚麼？因為在她的人生裏，不論遇到怎樣的困難、挫折，

她都不會放棄，而是堅持到最後！

一八八零年，海倫‧凱勒出生在美國。而不幸的是，她在十九個月大的時候，

因患了猩紅熱而被奪去視力和聽力。但是在少年時的她，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而自

暴自棄，也沒有向命運屈服，反而比常人更加努力地去學習不同的知識。這樣勇於

面對困難、堅強、樂觀的海倫‧凱勒，又怎麼能不令我敬佩呢？

而《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這本書則是海倫‧凱勒的散文代表作。主要是說在變

成盲聾人後的生活和介紹海倫的求學生涯。而我從這本書中，想像到了海倫所看見的

東西只有黑暗，沒有一絲色彩；也聽不見聲音，身處在沒有光和聲音的世界中，彷彿

唯一陪伴在身邊的只有寧靜……但是她沒有放棄。

海倫‧凱勒即使在人生中遇到很大的挫折，也是用樂觀的心態去對待、解決，

同時也告知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要放棄自己！要樂觀地去對待每一件事情！



緊接「創新、緊貼時代」的趨
勢，學生嘗試多元化的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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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體育科

本科透過唱歌、樂器、音樂欣賞及表演的學習過程，培養學生表演及欣賞音樂的

能力，並發展學生的潛能，提升學生的品格素養。  

自2013年起，本校參與由香港藝術學院推行的「香港學校戲劇節」，讓學生有更

大的空間訓練音樂及戲劇表演的技能。藉着英語音樂劇訓練，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及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更大大提升學生英語說話的能力。今屆香港學校戲劇節，

本校喜獲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獎及三名傑出演員獎。

本年度學校派出6隊(1隊男高、1隊女高、2隊男中、2隊男初)足球隊伍與其他12

間東華友校作足球球技的交流。其中1隊男中隊伍獲得該組別的冠軍，及該組別的最

有價值球員（4B 黃孔馳）; 神射手（4B 陳嘉宝）; 最佳守龍門(4B 黃樂恆)。另

一隊男初獲得該組別的亞軍，隊中（1A 陳利安）更獲得該組別的最有價值球員及神

射手。

自2013年，一年級學生均可獲東華三院資助免費學習小提琴或

大提琴。除了校內正規練習外，學生更有機會在課餘參與「東華聯校

管弦樂團」練習，並獲得多次演出的機會。

比賽當天，同學們都全情投入自
己的角色中。

看看! 他們多用心拉琴!
我們的小小演奏家正投入演出。

我們獲得了掌聲。

 透過演唱、角色扮演，同學們的
自信心大大提高。

 演出成功！大家開開心心地拍照。

    我們的足球夢    我們的足球夢

英語音樂劇

弦樂團揚樂韻—

「小提琴及大提琴班」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同樂日

青少年培訓區際錦標賽

青衣區際足球比賽 

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發
揮卓越潛能

    發
揮卓越潛能揮揮揮揮揮揮揮卓卓卓卓

    提升音樂素養    提升音樂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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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造型大比拼

迎新春嘉年華會

寫揮春

攤位遊戲

本校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五）

舉行「喜慶『羊羊』迎新春—主題學習日」迎接

中國農曆新年的來臨。學校安排了不同類型的活

動，如攤位遊戲、製作賀年吊飾、寫揮春、新春

故事大追蹤、品嚐湯圓、猜燈謎、問答遊戲、好

書推介等，與學生一同迎接「羊年」的來臨。這

些活動不但為當天倍添新春喜慶的氣氛，還加強

學生對中國農曆新年習俗的認識。

喜慶「羊羊」迎新春—

喜慶「羊羊」迎新春—

主題學習日主題學習日

同學們都悉心打扮，爭奪「我最
喜歡的新春造型大獎」。

透過「賀年食品寓意大追蹤」、「新年習俗對
對踫」、「新春年花大賞」等攤位遊戲，加深

了我們對新春習俗的認識。
在嘉年華會中，同學既可以參與「迎新春有獎問答

遊戲」，又可高唱賀年歌曲，場面樂也融融。

我們祝願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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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 姿彩校校園園 姿姿彩    校園活動添姿彩

導盲犬到校，讓同學們體會失明人士的生活。

校內的精英們榮獲香港航空贊助機票，飛躍雲端，放眼世界。

一年一度的學校旅行，同學們樂在其中。

六年級同學參與畢業營，
同創美好的回憶。

世界閱讀日當天，同學們扮演故事
中的角色人物，維肖維妙。

不同的戶外學習活動，
讓我們擴闊視野。

「校園齊惜福計畫」發起人及贊助人行政
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到校評估，與學生

及老師交流環保心得。

我們的家長及師生一同參與親子旅行，共度美好的時光。
健康兵團參與香港理工大學「健康兵
團伙伴計劃」，學習健康的知識。

健康兵團伙伴計劃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導盲犬講座

齊惜福活動--行政長官夫人訪校

主題學習日主題學習日

飛躍雲端擁抱世界頒獎典禮

學生獲邀出席《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欣賞會，深受故事感
動，亦有幸能與電影中的女主角楊千嬅小姐作分享。

電影欣賞--五個小孩的校長

教育營

戶外學習日

423世界
閱讀日

修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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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榮譽

比賽/榮譽名稱

仁濟醫院「第十七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頒發現金獎五千元及獎狀

「至『營』學校」榮譽

智「惜」用電計劃2015年度一星級「綠得開心學校」

校外賽事

比賽/榮譽名稱 獲獎學生姓名/組別

德盛安聯舉辦之

「德盛安聯少年

足球挑戰盃」

亞獎 

4B陳家宝

香港定向總會、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教育

局舉辦之「2014

簡易運動大賽—

公園定向比賽」

第十名

2A吳冠賢

中國風兒童普通話

教育中心舉辦之

「『夢想盃』

全港學界

才藝交流大賽」

季軍

1C蔡睿哲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舉辦之「黃大仙盃

五人足球賽2014」

亞軍

4B黃孔馳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舉辦之「2014年

黃大仙區體育節暨

第四屆無界限運動同

樂日（中電盃）」

亞軍

4B陳家宝

香港兒童棋院舉辦之

「2013年秋季

錦標賽（圍棋）」

10-12級組

季軍

2A吳冠賢

「2014年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

運動會」

男丙100米冠軍︰4B黃孔馳

男乙60米殿軍︰�5A蘇靖超

女甲100米亞軍︰6B黎穎心

女甲60米冠軍（破大會紀錄）

�6C賴焯琳

女甲200米冠軍（破大會紀錄）

�6C張凱妮

男特100米季軍︰6B陳威城

男特200米冠軍︰5B林思揚

女特200米亞軍︰6A劉心怡

女甲4X100米接力亞軍

��6A何思靖、6B黎穎心、

6C賴焯琳、6C黃芯妍、

6C林思霖、6C張凱妮

「2014年

青衣區小學校際

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100米亞軍及

男子丙組壘球殿軍

��4B黃孔馳

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5A蘇靖超

女子甲組100米冠軍、女子甲組

200米冠軍及女子甲組跳遠季軍

��6C張凱妮

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6A何思靖

女子甲組60米殿軍

���6C賴焯琳

男子丙組4x100米接力季軍

�1A陳利安、3A田佳毅、

3A余浩賢、4A李嘉尊、

4B張浩天、4B黃孔馳

女子甲組4x100米接力亞軍

��6A何思靖、6B黎穎心、

6C黃芯妍、6C賴焯琳、

6C林思霖、6C張凱妮

�男子丙組全場總殿軍

�女子甲組全場總殿軍

香港國際學校

（大潭）舉辦之

「2014大潭盃」

冠軍

6A何思靖、6A馬凱琳

香港理工大學

護理學院

「健康兵團培訓

伙伴計劃」

銀獎

4A馮詩詠、4A李岡逸、

4A施澤銘、4A曾芷瑩、

4A謝家建、4B陳巧晴、

4B鄭雅婷、4B古鳳嬌、

5A李宇軒、5B REHMAN SAMAIRA

比賽/榮譽名稱 獲獎學生姓名/組別

2014年青衣區

小學校際七人

足球比賽

男子隊季軍

1A 陳利安、4A 梁俊昇、

4B 陳嘉宝、4B 張浩天、

4B 黃樂恒、4B 黃孔馳、

5A 譚智聰、5B 梁旭鳴、

6C 王家彬、6C 陳兆勤

香島教育機構舉辦

之2014第六屆

優秀小學生

獎勵計劃

優秀小學生獎 

6C李心怡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舉辦之

「第六十六屆香港

學校朗誦節」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英語獨誦亞軍

�5B REHMAN SAMAIRA

�優良証書（粵語（二人））

4A鄧盈盈、4A黃芷菱

�優良証書（粵語）

1A沈　悠、

5B REHMAN SAMAIRA、

6C林鴻暉

�優良証書（英語）

2A吳雪寧、2B陳羨諭、

2C廖浣如、2C李卓穎、

6C賴焯琳、6C李心怡、

6C丘智健、6C李宗熹

�優良証書（普通話）

1B王康欣、1C吳祉瑩、

1C顧君臨、1C蔡睿哲、

1C鍾智捷、2A吳雪寧、

4A何梖逞、6A方　瑾、

6C李心怡、6C林鴻暉、

6C林思霖

「東華三院小學

聯校足球同樂日」

男子中級組冠軍

��4B陳嘉宝、4B黃孔馳、

4B張浩天、4B黃樂恆、

4B趙卓謙、4B溫佳豪

�男子初級組亞軍

�1A陳利安、1B施澤棟、

1C曾偉琛、2A吳冠賢、

2B胡逸銘、2C梁曉嵐、

2C黃浩天

�最佳神射手獎

�4B陳嘉宝

最佳守龍門

��4B黃樂恆

最有價值球員獎

��4B黃孔馳

最有價值球員獎及最佳神射手獎

���1A陳利安

中國香港品勢總會

舉辦之「亞洲城市

小學品勢金杯賽」

�全場總季軍

�五年級總冠軍

�六年級總亞軍

團體冠軍

��3A余浩賢、6B劉永星、

6C林樺熙、5A林　政、5B林　皓

雙人冠軍

�5A林　政、

5B林　皓

雙人亞軍

�1C伍智天、

1C伍晟樂

雙人亞軍

��3B馮健東、

5B鄭宇華

�雙人亞軍

��6B劉永星、

6C林樺熙

雙人季軍

��2A陳慧聰、

3A余浩賢

�雙人殿軍

��4B李榮森、

5B梁旭鳴

個人冠軍

��3A余浩賢

�個人冠軍

��5A林　政

個人冠軍

���6C林樺熙

�個人亞軍

3A練桂榮

個人亞軍

���4B李榮森

�個人亞軍

5B林　皓

個人季軍

����2A潘俊龍

個人季軍

����5B鄭宇華

個人季軍

����6B劉永星

個人殿軍

����1C伍智天

個人殿軍

����2C陳南山

個人殿軍

���6B陳震鴻

青衣區參與全港

小學區際足球比賽

男子隊亞軍

4B陳嘉宝及4B黃孔馳

比賽/榮譽名稱 獲獎學生姓名/組別

第五十一屆

學校舞蹈節
乙等獎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

教育及促進健康

中心健康軍團

獎勵計劃 嘉許狀

5A鄧銘欣、5A梁梓熙、5B譚皓燁、

5B REHMAN SAMAIRA

中國數學教育

研究會舉辦之

「『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5」

初賽一等獎

6C丘智健

��初賽二等獎

1C翟朗迪、2A吳冠賢、

6B劉永星、6C吳嘉恩

��初賽三等獎

4A李嘉尊、5B林思揚、

5B楊澤偉、6A丘宜恩、

6B陳文怡、6B陳震鴻、

6B陳霖琳、6B陳寶文、

6C李子揚、6C林思霖、

6C林樺熙、6C林鴻暉、

6C文健行

香港理工數學系及

迦密愛禮信中學舉

辦之「2014年度

『全港十八區

(葵青區)小數

數學比賽』」

全場殿軍

6C李子揚、6C丘智健、6C林樺熙

�銀獎

6C李子揚、6C丘智健、6C林樺熙

�智多星冠軍

6C丘智健

�智多星殿軍

6C吳嘉恩

�優異獎狀

6C林思霖、6C文健行、6C吳嘉恩

�優良獎狀

6B陳威城、6B李俊諺、6B劉永星、

5B楊澤偉、5B鍾穎潼、5B林思揚 ��

裘錦秋中學之

「第十九屆荃灣

葵涌青衣區小學生

德育故事

演講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1A沈　悠

��高級組優異獎

5B REHMAN SAMAIRA

2014至

2015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5B REHMAN SAMAIRA 、

6B 黃璟宜、6C黃科澤�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2014-2015年

青衣區區際

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100米蛙泳冠軍

�6A袁淑玲��

女子甲組50米自由泳亞軍

��6A袁淑玲��

男子丙組50米背泳冠軍

��2B梁洛文��

男子丙組50米自由泳季軍

��2B梁洛文��

男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4B張浩天、4B黃樂恆、

4A李嘉尊、2B梁洛文��

男子甲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6C林鴻暉、6C丘智健、

6C林樺熙、6A陳進傑��

�男子丙組殿軍

「2014-2015年

青衣區區際

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50米背泳季軍

�2B梁洛文

我們的驕傲我們的驕傲

�初級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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