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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每一名周演森的成員都能健康活潑成長。

　　我重視同學的學習，但也很重視同學的全人的均衡發展，因此過去一年，

添了不少課外活動供同學選擇，例如拉丁舞、敲擊樂隊、管樂班、英語話劇

等，同學們都能在這些活動中有出的表演：拉丁舞隊於多個全港性比賽中獲獎

無數，並獲邀在東華四季共鳴145年慈善音樂匯中演出；敲擊樂隊獲東華三院音

樂學院的邀請，於六月下旬到北京與當地傑出音樂學院進行交流演出；足球隊

成員亦獲選加入東華精英足球隊，九月下旬有機會到日本交流；本校同學先後

三次獲TVB邀請參與《Think Big》系列節目的拍攝；我校泳隊的成立，更是令

我感動的一件事：主要成員都是一、二年級的同學，由做錯所有動作、不懂起

跳和未能游畢50米等，經過短時間的訓練，最終能夠順利完成所有賽事，有同

學更獲得獎項。他們的堅持、進步和成長，令我深受感動，這些經驗並非能從

書本中得到的。我深深期望，周演森每一名成員都能透過參與不同的比賽和演

出，獲得成功經驗，建立自信和成功感。　

　　未來一年，學校會與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合作，舉辦《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基

礎音樂課程》，希望藉此注入國際化音樂教學元素，讓孩子在輕鬆愉快的環境

中學習音樂，培養藝術創意。我期望，周演森的每一位成員，都能學業與非學

業並重，得以全人發展。

校長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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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焦點
英語樂繽紛

  本年度四至五月為英語主題月，同學由閱讀

經典故事開始，然後參與一連串以英語主導的活

動，包括學唱主題曲，角色扮演，攤位遊戲，話

劇欣賞及故事改寫等。

  五月十二日為英語派對日，同學穿上與角色

有關的服裝參與派對，仿如走進童話故事，部分

同學更自製服裝及小飾物，充分表現出豐富的想

像力，從同學的笑臉中，可看到各同學均過了一

個既有學習意義，又歡愉的英語派對。

  本校英語話劇組參與了本年度校際戲劇節，
由上學期九月初開始排練至3月，各組員均投入練
習。3月2日為正式演出的日子，各組員當天表現
緊張，但仍施展渾身解數，贏得台下評判及觀眾
的掌聲。最後，本校英語話劇組於是次表演獲得
五個最佳演員獎及傑出合作獎，各組員除學習到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外，在外籍老師指導下，英語
能力也在不知不覺間有所增長呢！

校際戲劇節   英語組

英語主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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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樂繽紛

 英文常識分類圖卡  

英文常識課冊

  英文數學和英文常識為本校本年度開展的新課程，目的

是希望小學課程能銜接英文中學，讓學生日後入讀英文中學

時能有一定基礎，更容易適應和掌握。在數學課程方面，一

年級每星期會有一節英文數學；並以英語授課，學生透過多

元化的課堂活動學習數學的英文詞彙及數學概念。

  我們在一年級選取了四分之一的常識課題以英文授課，

配以英文常識課本、字卡和簡報等；在課堂上較多運用字卡

進行配對和分類活動，課題包括My school, My house, My family, 
Household articles, The food I eat 和 My toys等。

「英文常識」和
「英文數學」教學

  

  為全面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本校於2015年度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進行「e3運算計

劃」。計劃以四年級及五年級數學科為試點，整個計劃於

2016年1月至12月進行，四年級共有4個電子學習單元，而

五年級則有2個單元。教師透過綜合電子學習平台向學生發

放多元化的預習活動，並於課堂上讓學生應用平板電腦及

互動的電子課業進行學習。

優質教育基金 -
e 3運算

英文常識配對字卡

英文數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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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今年首次參加《學校音樂創藝展》，便獲
得最佳演出銅獎及最佳創意銅獎，可見我校同學創
意無限；他們的活潑演繹，更獲教育局欣賞，獲邀
參與其銀禧誌慶宣傳片拍攝，同學和家長稍後可於
網上瀏覽其精彩片段，在此，恭賀各位得獎同學，
同時亦感謝每一位支持這項活動的家長。就讓我們
來看看家長分享他的感受吧！

   樂在周演森

  
本 校 舉 辦

不同類型的培
訓班及活動，拓
展學生的潛能，
讓 小 學 生 活 多
姿多采。

 拉丁舞組

培訓班及活動

學校音樂創藝展

Hip Hop班

東方舞組

節奏樂表演 水墨畫班
跆拳道班

小六畢業營

足球班

本校拉丁舞組於
獲得不少獎項，
並曾於「東華四
季共鳴145慈善
音樂匯」表演。

　　我很榮幸得到馬校長邀請去欣
賞「學校音樂創藝展」。
　　《學校音樂創藝展》的特色是
用音樂代替演員的對白，把故事的
情節細細道出，讓觀眾明白故事的
內容從而產生共鳴。
　　對音樂一竅不通的我，理解音
樂是通過不同的聲音有規律地和節
奏地組成。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
其實要把不同的聲音編排在一起，
去表達故事的情節真的不容易 。
　　今次有幸去欣賞「學校音樂創
藝展」真是使我眼界大開，沒想到
小小年紀的同學們可以輕鬆地把不
同的聲音組成了美妙的樂曲，把故
事內容演繹出來。

　　東華三院周演森的同學去演繹
的故事「音樂怪盜568」是講述一
個怪盜，偷取樂器去慶祝「音樂創
藝展」25周年，結果成功偷取樂器
去慶祝「音樂創藝展」。
　　雖然東華三院周演森的同學是
初次參加，但在眾多的表演隊伍中
仍表現出色。這全賴葉老師、郭老
師和馬校長的悉心指導和同學們努
力練習的共同成果。
　　期待周演森同學在下一屆有更
精彩的表演，預祝他們在下一屆的
創藝展再取得佳績。

莫偉基先生（2A莫穎蕎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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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歐陽家豪老師又一次在青衣區老
師4X100接力賽中勇奪冠軍！

田徑隊在東華聯校運動會及青衣區小
學校際運動會中連奪七獎，成績不錯
呢！

囊括了東華三院聯校水運會丙組50米自
由泳及背泳冠軍，以及青衣區校際游泳
比賽丙組50米自由泳冠軍及背泳亞軍，
真是厲害！

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鄺嘉雯奪得亞軍！ 足球隊不但在東華三院小學聯校

足球比賽中奪得亞軍，更在「葉
紀南盃」足球邀請賽中無比的拼
勁勇奪冠軍！

足球隊發揮「拼搏有品」的精神，勇奪東華
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高級組亞軍！勁！

體育活動及比賽

視藝活動展姿彩

同學有沒有想過，我們日常飲用完剩下來的

牛奶盒，搖身一變，可以變成一個個色彩繽紛、趣緻生動

的視藝作品？本年度視藝科再度支持牛奶盒創作活動，一

人一盒，創作心目中的彩虹Buddy。部分作品的水準甚高，

我們共送出80多件作品參賽，結果由2A班蔡芷晴同學獲得初

小組優異獎，還得到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呢﹗為鼓勵同學積

極參與，60多名師生及家長出席4月16日「群策群力競技賽」

活動，當天天公造美，同學們興奮地穿梭於不同的大型挑戰

站，玩得累了，又可以一邊品嘗美食，一邊欣賞幼稚園組精彩

的時裝表演。無論是師生或家長，也享受了一個歡樂的上午呢

﹗大家有興趣欣賞同學作品及活動花絮，歡迎瀏覽有關網頁。 

http://www.twghscysps.edu.hk/visualart/2016/milkbox2016

足球班

《小手活出彩虹》視藝創作

本校的泳隊除了區子晴外，
兩位學弟葉智康及阮俊熙也
分別在青衣區校際游泳比賽
丙組50米背泳奪得亞軍及
殿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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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傳人

他們在看什麼呢?

 我們開始拍攝!  

陳雅碗5A
我 們 可 以 參 加 這 次

Think Big遊學團的拍攝，
能 夠 在 一 間 工 廠 大 廈 內 學
習打高爾夫球，感到十分新
奇，這次經驗真的很難忘!

鄭梓浩4A
  當我進入一間工廠

大廈裏的高爾夫球場，感
覺很新奇；我們要對着一大
堆拍攝器材使用模擬練習器
學習發球，顯得既興奮又緊
張。

我們選對了打高爾夫球的服飾呢!  

拍攝完成了，跟三位節目主持拍一張合照。讚!

參予拍攝Think Big遊學團的同學
人物專訪   

對着鏡頭多認真!

  東華三院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
青」的使命和承諾。東華三院的歷史是香港社會發展歷史的重要部
分，在這悠悠百多年的行善歷史中，處處展現着以「仁愛」為核心的
價值觀，非常值得大家學習。
　　為了讓本校學生對本院歷史及核心價值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
並能承傳東華三院仁愛之風，東華三院小學聯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特
舉辦「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課程。課程第一節活動是數碼遊蹤及油
麻地考察，本校學生在活動中表現出色，取得兩項優異獎。課程第二
節活動是參觀東華醫院禮堂、廣福義祠及文武廟。課程第三節活動安
排本校學生往廣東開平、新會進行當地考察。當日行程第一天參觀自力
村、碉樓群、百合墟、赤坎舊城區 ，第二天參觀金牛山義塚、江門華僑
博物館。本校學生在是次活動的分享會中獲得優異獎。

區子晴4A
我覺得這次Think Big遊學團

的拍攝十分有趣。因為可以一邊
遊學一邊學習打高爾夫球，雖然在
學習上有一些因難，但是在導演及
教練的指導下都能成功地完成，覺
得很有滿足感。我十分喜歡這次

拍攝啊!

鍾俊宇5A
  我能被老師及

電視台選中參加Think 
Big遊學團，十分開心，
因為我們能和三位主持人
近距離接觸，這個機會
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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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數學遊蹤邀請賽2016

學校音樂創藝展

區子晴於青衣區
校際游泳比賽奪
冠軍

2015-2016光榮榜
   (紀錄由9/12/2015至16/5/2016)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 四年級 區子晴 冠軍

女子丙組50米背泳 四年級 區子晴 亞軍

男子丙組50米背泳 二年級 葉智康 亞軍

男子丙組50米背泳 三年級 阮俊熙 殿軍

女子乙組100米蛙泳 五年級 余穎婷 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

四年級 區子晴

殿軍
四年級 徐希琳

二年級 黃曉懿

一年級 馮綽藍

男子丙組團體

三年級 阮俊熙

第五名

三年級 何星佑

二年級 葉智康

一年級 何尚佑

一年級 李嘉豪

女子丙組50米自由泳 四年級 區子晴 冠軍

女子丙組50米背泳 四年級 區子晴 冠軍

鋼琴獨奏(二級) 三年級 黃晞宜 季軍

鋼琴獨奏(一級)
一年級 陳俊言 優良

二年級 盧祉澄 良好

鋼琴獨奏(二級)
二年級 莫穎蕎 優良

二年級 張芷琪 良好

鋼琴獨奏(三級)

一年級 邢佳欣 優良

三年級 陳樂兒 優良

四年級 冼嘉雯 良好

六年級 羅兆朗 良好

節 奏 樂 隊 
 
(小學-9歲或以下)

一年級

陳熙媛 陳樂頤 陳柏然 黎梓軒 余佩姿 
馮綽藍 江樂施 吳司韜 成莉娜 鄭思語 
朱昕蕎 李嘉豪 李愷程 吳家裕 邢佳欣 
楊登祺 葉泳潼

優良
二年級 蔡子樂 馮 悅 盧祉澄 馬澔洋 吳昕錡

蘇琬婷 黃曉懿 張芷琪 陳雅言 梁汶洛

三年級 蔡蕙蕎 朱焯匡 施純傑 黃晞宜

四年級 蔡蕙蔓 李慧澄

合 唱 團 -  
(小學-9歲或以下)

二年級

陳冠文 蔡子樂 蔡芷晴 崔曉澄 馮 悅
黃念芝 劉鎮邦 李誦賢 梁曉斌 盧祉澄
馬澔洋 莫穎蕎 黃曉懿 楊昊彥 姚嘉穎
張芷琪 羅婧純 李卓霖 鄧家爵 曾芷怡
楊嘉俊 張澤儒 陳柏喬 梁汶洛 黃子柔

良好三年級 蔡蕙蕎 陳樂兒 陳奕彤 朱焯匡 羅梓浠
李嘉盈 王逸朗 黃晞宜 余可秀 阮俊熙
陳樂希 鍾曉蓓 馮文樂 郭曉桐 李芷怡
徐曉兒 溫浩正  周焯琳 梁卓喬 吳曉桐
姚睿濬

四年級 蔡蕙蔓

亞洲青少年8歲以下倫巴舞

三年級 方晴晴
冠軍

二年級 盧祉澄

一年級 陳柏然
亞軍

一年級 葉泳潼

二年級 黎君泰
季軍

一年級 郭茵怡

亞洲青少年8歲以下 喳喳喳舞

三年級 方晴晴
亞軍

二年級 盧祉澄

一年級 陳柏然
季軍

一年級 葉泳潼

二年級 黎君泰
第四名

一年級 郭茵怡

亞洲青少年單人8歲以下倫巴舞
二年級 盧祉澄 亞軍

一年級 邢佳欣 優異獎

亞洲青少年單人8歲以下喳喳喳舞 一年級 邢佳欣 優異獎

   

二年級 莫穎蕎 冠軍

「最佳記譜獎」銅獎

「最佳演出獎」銅獎

六年級 曹穎婷

五年級 楊昊雋

四年級 蔡蕙蔓

三年級

蔡蕙蕎 陳哲欣 陳樂兒 陳奕彤
朱焯匡 羅梓浠 李嘉盈 施純傑
鄧皓軒 王逸朗 黃晞宜 黃慧恩
黃穎渝 陳樂希 徐曉兒 周焯琳
郭衍君 梁卓喬 姚睿濬

二年級
陳冠文 盧祉澄 莫穎蕎 楊昊彥
姚嘉穎 張芷琪 黃子柔

倫巴舞
一年級 陳錦怡

最傑出獎

喳喳舞 甲等獎

幼兒初級組(8歲以下)
雙人牛仔舞 一年級 邢佳欣

第三名

藝術家倫巴舞 優等級獎

幼兒初級組(8歲以下)
雙人牛仔舞 三年級 郭衍君

第三名

藝術家倫巴舞 優等級獎

幼兒初級組(8歲以下)
雙人牛仔舞 一年級 陳柏然

優異獎

藝術家倫巴舞 甲等獎

幼兒初級組(8歲以下)
雙人牛仔舞 一年級 葉泳潼

優異獎

藝術家倫巴舞 甲等獎

雙人牛仔舞(8歲以上)

二年級 盧祉澄

第四名

雙人查查 優異獎

藝術家單人倫巴舞 甲等獎

雙人牛仔舞(8歲以上)

三年級 方晴晴

第四名

雙人查查 優異獎

藝術家單人倫巴舞 甲等獎

幼兒雙人初級牛仔舞

三年級 鄧皓軒

第四名

青少年單項單人牛仔舞 優異獎

幼兒雙人初級喳喳喳 優異獎

藝術家查查 最傑出獎

紅燈玲瓏 (漢族)

甲級獎

五年級 林子琦 韓祥玉 陳雅琬

四年級 吳司睿 梁家儀 周可瑩 成莉雅
鄒曉茹 邱依琦 馮慧琳

三年級 余可秀 蔡蕙蕎 陳奕彤 黃慧恩
方晴晴 周焯琳 陳蔚楠 謝凱怡
梁卓喬

青少年 單人 拉丁舞 
6歲 

倫巴 A組

二年級 盧祉澄 冠軍

二年級 莫穎蕎 亞軍

一年級 邢佳欣 季軍

一年級 陳柏然 優異獎

三年級 鄧皓軒 優異獎

青少年 單人 拉丁舞 
6歲 

倫巴 B組

一年級 葉泳潼 亞軍

二年級 黎君泰 優異獎

一年級 黃治言 優異獎

青少年 單人 拉丁舞 
6-8歲 

查查 A組
二年級 盧祉澄 優異獎

青少年 單人 拉丁舞 
6-8歲 

查查 B組
一年級 黃治言 優異獎

青少年 雙人 拉丁舞  
6歲 
查查

一年級 邢佳欣
冠軍

二年級 盧祉澄

一年級 陳柏然
亞軍

一年級 郭茵怡

三年級 鄧皓軒
季軍

二年級 莫穎蕎

一年級 胡柏橋
優異獎

一年級 曾芷霆

一年級 倪梓童
優異獎

一年級 張曉嵐

青少年 雙人 拉丁舞  
7-10歲 
查查

三年級 馮逸
優異獎

二年級 馮悅

一年級 陳柏然
優異獎

一年級 葉泳潼

青少年 雙人 拉丁舞  
6歲  
牛仔

一年級 陳柏然
冠軍

一年級 郭茵怡

一年級 胡柏橋
亞軍

一年級 曾芷霆

一年級 倪梓童
季軍

一年級 張曉嵐

青少年 雙人 拉丁舞  
7歲  
牛仔

一年級 邢佳欣
冠軍

二年級 盧祉澄

一年級 陳柏然
亞軍

一年級 葉泳潼

三年級 鄧皓軒
季軍

二年級 莫穎蕎

碟賽

六年級
曾梓軒
梁凱軒
羅兆朗

冠軍
五年級

楊昊雋
李國燁
黃文進
楊進威
藍嘉輝

三年級
羅奕霖
施純傑

青衣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16/5/2016)

香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6/3/2016)

第六十八屆校際音樂節比賽

屯門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賽
(24/1/2016)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13/5/2016) 

第四屆天藝盃標準舞及
拉丁舞公開排名大賽

(17/1/2016)

「葉紀南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12/12/2015)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3/4/2016)

學校音樂創藝展 
(3/2/2016)

2016全港青少年專業音樂大賽(鋼琴) 
(21/2/2016)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23/1/2016)

莫穎蕎獲全港青少
年 專 業 音 樂 大 賽
(鋼琴)第一名

一年級 邢佳欣 銀獎

6 76 7



親子一天遊

PTA 活動剪影

    隨著兒子快
將升中，本人的任
期亦即將屆滿，感恩
家長們，校長及教職員們
的信任與協助，即使有任何
人事更替仍給予本會的無限支
持，周演森小學確實是一所充滿
歡笑聲，愛與包容的學校。

    成為家長沒有任何考核認證，亦沒有一
本秘笈適用於所有孩子所有階段，只能邊
學邊做邊教。 因此，參加不同的講座與及
參與家校活動，藉機多學習及多認識學
校，增強對管教孩子的信心，達致和
諧的親子關係。 

勞俊雅家長（會長）

陪伴小兒成長是件
快樂的事，通過參加
義工，孩子們不經不覺
長大了。在各位老師的悉
心教導下，孩子們除了吸
收新穎的知識外，更加重
要的學會做人的道理。

曾康寧家長
（副會長）

家長興趣班—上海燻魚

家長興趣班—社交舞

家長交流角

親子一天遊

科技節

家教會義工聚餐

   家教會天地
家長們的心聲

顧　　　問：馬詠兒校長
編輯委員會：陳恆心主任、溫秀菁主任、
吳美鳳主任、區志明老師、張頌婷老師、
翟淑雯老師、鄭浩源老師、葉靜賢老師、
郭穎欣老師、林志文老師、區肇雄老師及
梁婉玲老師

編 輯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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