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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良良局局方方王王錦錦全全小小學學
全心全心

第四十三期第四十三期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〇二二年七月

  本校英語話劇組(Drama  Society)參

與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並

取得佳績。比賽於三月九日舉行，英語

話劇組共囊括四個獎項：全體成員獲

頒傑出影音效果獎、4B許天潁及4C梁

家萓取得傑出演員獎，而外籍老師Mr 

Adams榮獲傑出劇本獎及導演獎。

參與學生的感想參與學生的感想

5B 周梓俊5B 周梓俊 
  自從我參加了普通話話劇之後，我認識了

很多朋友，社交能力也提升了，還有變得更有

自信心，我很喜歡普通話話劇這個活動。

6C 陳玟君6C 陳玟君 
  以前，我較為內斂，不太敢與不熟悉的

人對話、交談，但參加普通話話劇後，就開

始變得主動和有自信，敢於向別人展現真

我。除此之外，我還有不少收穫，如學習了

表演技巧、遇到一位好老師等，更在二度參

賽後奪得「最佳演員獎」呢！

演員表

角色名字 演員名字

總統∕輝哥∕爸爸 4C 吳建豪

主持∕人類3 5B 周梓俊

愛朱∕愛朱2.0 5B 陳嘉琳

沙花利∕沙花利2.0 5B 李穎施

醫貓∕醫貓2.0 5B 毛樂晞

剔透 5B 麥綽庭

地圖∕人類2∕人類5∕兒子 4B 冼欣楠

雨拖兒∕雨拖兒2.0 6C 陳玟君

輝叔 4D 熊文圖

小女孩∕人類7∕女兒 5B 郭敏蕎

愛瘋婆婆∕人類4 5D 梁梓琪

剔透2.0∕哥哥∕兒子 5B 陳君皓

人類1∕人類7∕媽媽 5B 朱芷晴

獲獎同學包括：獲獎同學包括：

3B 何瑾楠 3B 李樂瑤 4B 許天潁

4C 梁家萓 5B 徐智宇 5B 吳昀錤 6C 陳朗齊

獲獎獎項包括：獲獎獎項包括：

傑出演員獎：4C 吳建豪，5B 周梓俊

5B 郭敏蕎，6C 陳玟君

傑出影音效果獎；傑出合作獎

  本校的普通話話劇組於2022年3月7日

參加了學校戲劇節（普通話組）話劇比賽。

  由於疫情的關係，今年改為Zoom網上

圍讀形式比賽。雖然未能上台演出，但各

同學均能投入所扮演的角色，盡力演出。最

後，話劇組終於不負眾望，取得好成績。

普通話話劇普通話話劇 學生造型照學生造型照

5B 陳君皓5B 陳君皓 
  我參加了普通話話劇兩年，原本內向的我

透過很多有趣的遊戲變得主動了。同時，我的

演戲能力也提升了不少。普通話話劇教會我很

多知識和帶來許多的歡樂。我們今年成功獲

獎，這是因為大家和老師們都花了很多心機！

5B 郭敏蕎5B 郭敏蕎

5B 李穎施5B 李穎施

4B 冼欣楠4B 冼欣楠 4C 吳建豪4C 吳建豪 4D 熊文圖4D 熊文圖

5B 陳嘉琳5B 陳嘉琳

5B 陳君皓5B 陳君皓

5B 朱芷晴5B 朱芷晴 5B 周梓俊5B 周梓俊5D 梁梓琪5D 梁梓琪 5B 毛樂晞5B 毛樂晞6C 陳玟君6C 陳玟君

5B 麥綽庭5B 麥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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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winter I worked with a handful of bright student actors in the Drama 
Society to write a play for the Drama Festival. I thought: How can we produce a 
play using Zoom? We’d have to be super creative to pull this off.

We came up with a few silly ideas, and then one of the students mentioned 
The Three Billy Goats Gruff! But that story is for very young kids, not students 
in our school. We thought for a while and decided to change the story a bit. We 
changed the boy billy goats to girl billy goats. We had a troll who wouldn’t do 
his homework because he was gaming too much.

But why were the billy goats trying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idge? 
Because they had eaten all the grass on the first side of the river! When they 
finally crossed the bridge and got to the other side, they met a chicken. The 
chicken told them that eating grass until it’s all gone isn’t sustainable. The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grass keeps growing everywhere!

When everyone had learned their lesson about sustainability, 
they had a nice picnic together – and the troll joined them! (eating 
picnic lunch, not billy goats)

Working with such enthusiastic and creative students was great 
fun! We all learned a lot from each other. I wasn’t expecting to win 
any prizes at the festival, so you can imagine how excited I was to 
learn that we had won FOUR awards!

Wow! Drama is SO much fun! I can’t wait until our next play! Come 
and join the Drama Society – everyone is welcome!        Mr Adams

    本年度視藝小組參加了一個由香港聖公會屯

門綜合服務—賽馬會青年幹線舉辦的活動，體

驗一下屯門區的風情面貌，視藝小組的

同學、老師與及兩位賽馬會青年幹線的

社工一同前往了屯赤隧道—浩和街體

驗一下屯門區美麗的社區風情。

    在這次活動中，同學了解了很多與

屯門區相關的有趣歷史，然後，從數個

地方中透過投票，挑選了位於屯門屯赤

隧道附近的浩和街作為社區體驗。浩和

街有一條很長的沿海堤壩，附近更有一大片草地及茂盛的

棕櫚。活動當天天氣清涼、陽光普照，同學們分成數組，

在沿海堤壩附近找尋一些美麗的景色，並把它拍攝下來，

同學更目睹一對準新婚夫婦在那裏拍攝結婚照，為他們感

到十分高興和雀躍呢！

    及後，同學們為他們所拍攝的照片創作了一些正面的

訊息及手繪的自畫像，然後印製成一張張精美的明信片，

分享給他們的家人、師長、朋友和同學，並向他們介紹浩

和街這個靜謐而優美的地方。

    我們希望藉著參與是次活動，發放愛與關懷的訊息，

培養學生對社區的歸屬感及責任感。 

    各位同學，你們住在屯門區已經有多少年？

你了解屯門區的來源與歷史嗎？ 

視藝小組視藝小組——外出活動外出活動
Best Actors and Best Director Award Winners
Best Actors and Best Director Award Winners

校內同學收到名信片校內同學收到名信片
時細心欣賞時細心欣賞

終於完成了！終於完成了！

6C Chan Long Chai 6C Chan Long Chai 
Bernard (Troll)Bernard (Troll)

Message from Message from 
Mr Adams Mr Adams 

(Best Director Award Winner)(Best Director Award Winner)

Mr Adams with studentsMr Adams with students

老師和同學愉快合照老師和同學愉快合照

浩和街的風景十分怡人浩和街的風景十分怡人

同學們興奮得一躍而起同學們興奮得一躍而起

同學認真地拍下風景照同學認真地拍下風景照
製作明信片製作明信片

同學與風景合影同學與風景合影

認識屯門
．問答遊戲
．投票決定
  攝影地點

出發前往浩和街
．拍攝照片
．創作正面
  訊息

印製明信片
．與師長及
  同學分享
．介紹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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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makerBe a maker」計劃」計劃
  創新科技帶來新生活方式，如大數據、物聯網、智慧城

市等科技的快速發展，學校通過STEM教育協助學生具備掌

握、分析、運用科技的能力，當中「Be  a maker」計劃希望

學生結合科學、技術、數學、工程、藝術等知識，解決社會

問題，造福社群，讓學生成為一個有責任的公民。

  應對當下疫情，STEM創意小組構思了一個項目—

「智能馬桶」，希望加強公眾對衛生的意識。經過資料搜

集，同學了解到沖廁時的氣流可將馬桶內的細菌沖至6呎

外，這樣會污染四周環境。他們希望設計一個裝置提醒公眾

如廁後蓋上廁板，讓各人同心合力抵抗疫症。同時，小組

希望低年級同學明白防疫是人人有責，因此他們化身防疫大

使，於小息時透過裝置教導低年級同學如廁後要蓋上廁板。

終於完成了！終於完成了！

拆解問題成多個步驟拆解問題成多個步驟

項目成員項目成員

利用伺服馬達控制開關利用伺服馬達控制開關

共同修訂意念共同修訂意念 合力製作介紹圖合力製作介紹圖

向低年級講解衛生知識向低年級講解衛生知識 大哥哥親身示範大哥哥親身示範 一年級同學試用裝置一年級同學試用裝置

運用視覺對比色突顯主題運用視覺對比色突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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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旗桿介紹學校旗桿介紹    為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本校於2樓平台增設固定的學校旗桿，每天早上升掛國旗、區旗。國旗旗桿高5米，可掛3號國旗；區旗旗桿高4.4米，可掛4號區旗。各位同學，當你們經過走廊時，都可以看到國旗和區旗飄揚。    此外，所有學生會出席每週一次的升國旗儀式，並由升旗隊負責升旗。升旗隊隊員曾接受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的教官指導，經過十多小時的訓練，大家都學有所成呢！

國旗、區旗在學校飄揚國旗、區旗在學校飄揚

隊員進行中式步操隊員進行中式步操

隊員向隊員向
國旗致敬國旗致敬

隊員在2樓平台升國旗
隊員在2樓平台升國旗

升旗隊與教官拍照留念
升旗隊與教官拍照留念

隊員揚旗時很有氣勢隊員揚旗時很有氣勢

隊員認真聽從教官指導隊員認真聽從教官指導

終於完成了！終於完成了！

升旗隊隊員：
4B 江柏淳 6C 蘇港皓
6B 陳令怡 6C 張　和
6C 江曉澄 6D 徐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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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家教會

校友會校友會
12月19日（星期日）親子甜品製作班12月19日（星期日）親子甜品製作班——聖誕樹頭蛋糕聖誕樹頭蛋糕

家長常委親手製作聖誕曲奇，送贈友校家長常委親手製作聖誕曲奇，送贈友校

聖誕「大」抽獎，禮物好大啊！聖誕「大」抽獎，禮物好大啊！

何秋兒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何秋兒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
    闊別九年，我再踏進「方小」的大門口，看

見很多熟悉的面孔，唯一不同的是身份的改變：

由一名學生變成了一位英文實習老師，亦因為我

「特別」的身份，讓我對這趟實習旅程別有一番體會和感受。

    「繼往開來，生生不息。」願希望將來可於「方小」作育英

才、春風化雨，成為莘莘學子最温暖的港灣。能夠回來實習並參與
其中，我深感榮幸。

蔡滔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蔡滔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
    猶記得在小六的紀念冊上，我寫上了

自己的願望是成為一位老師，想不到真的

實現了。重回母校，感謝各位的老師幫

助，令我對每一天的挑戰都充滿

信心。很快我便會正式踏入教

學生涯，希望能用在方小的

實習經驗，好好裝備自己，

成為一位好教師！

陳焯棋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陳焯棋校友（21-22年度實習老師）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我已經

從母校畢業約十年了。十年後以不同的身分回到母

校，別有一番體會。 

    能夠回到方小實習是我莫大的榮幸，感激之

情，難以言表。願方小繼續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近幾年，不少的校友回校實習。老    近幾年，不少的校友回校實習。老

師們看見熟悉的面孔，都十分欣喜，因師們看見熟悉的面孔，都十分欣喜，因

為從前的莘莘學子將要為人師表，與我為從前的莘莘學子將要為人師表，與我

們一起加入教育界這個大家庭，成為小們一起加入教育界這個大家庭，成為小

朋友的人生園丁。朋友的人生園丁。

    今次想為大家介紹三位實習老師：    今次想為大家介紹三位實習老師：

蔡滔校友、陳焯棋校友及何秋兒校友。蔡滔校友、陳焯棋校友及何秋兒校友。

何秋兒校友（實習老師）何秋兒校友（實習老師）
與她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與她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

何老師與2D何老師與2D
原任陳蘊珊主任原任陳蘊珊主任

陳老師與陳老師與
4A原任廖健歡老師4A原任廖健歡老師

蔡滔校友（實習老師）與她蔡滔校友（實習老師）與她
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

蔡老師與2C原任蔡老師與2C原任
何梅英老師何梅英老師

陳焯棋校友（實習老師）陳焯棋校友（實習老師）
與他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與他六年級時的科任老師合照

5



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活動成績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屯門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100米 第四名 4C楊曉悠
男子乙組60米 第四名 5C黎梓軒
男子乙組壘球 優異獎 5B謝廣霖
女子甲組200米 優異獎 6D謝詠嵐
男子乙組跳遠 第三名 5B周梓俊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5B周梓俊  5B謝廣霖  5C黎梓軒
5C羅浩宇  5C莊幃程

屯門區小學
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
團體賽
優異獎

6B歐樂琛  5B張翔淋 
5B溫曉陽  5C莊幃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項目 獎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4B吳志謙
亞軍：2B楊博涵
季軍：2B梁傲雪  3C胡樂怡  4A龍熙兒 
優良：29人  良好：9人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6人  良好：11人

英文詩歌獨誦
亞軍：6C張  和
季軍：2B江芍柔  6C陳玟君
優良：28人  良好：3人

其他機構主辦活動成績其他機構主辦活動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第二十五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季  軍：4A龍熙兒  優異獎：4B吳志謙  6C鄭紫瑤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通」
「再見小霸王」故事創作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3C陸泳嫻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6B司徒嘉懿  6B李凱翹  6B鄧泳晴  6C鄧丞詠

5B陳君皓    5B陳希朗  5B陳嘉琳  5B黃芷瑤
5B歐咏怡    5B譚嘉鋒  5C鄒  晴

加拿大英文寫作比賽（初賽）
銅  獎：6C李  治  6C江曉澄  4B吳志謙  4C賴銳澄

3B李樂澄  3C樊曉琳 

屯門區小學校際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硬筆書法獎項）

冠  軍：6B李凱翹
金  獎：6B鄧泳晴  5D周淑荺  1A林敬鉉 
銀  獎：6B張子倩  6B馮雅詠  6B司徒嘉懿  6C陳嫝攸

6C蕭文希  4B梁讚迦  4C鄭焯穎  2A邱俊翊
2C洪貝娜  2C李欣穎  2D梁喬稀  1C潘泓臻
1D陳妍希

銅  獎：2A關伊晴  2C黃  悅  1D區睿卓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個人賽銀獎：6C張  和  5B謝廣霖
個人賽銅獎：5B陳希朗  5B陳君皓  5B許焯堯
個人賽優異獎：6B馬柏軒  5B杜頌珩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公民問答比賽 季  軍：6C張  和  6C蘇港皓  6C江曉澄  6D徐佳倩
明法大使2021網上法津小遊戲 優異獎：6C江曉澄  6C梁焯楠

慶祝香港回歸24周年
暨屯門婦聯成立45周年填色比賽

冠  軍：4C胡景晴
優異獎：4B梁梓洛  4C周榆桐  3B梁梓峰  3B布穎桐
最踴躍參與學校大獎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
暨中秋慶團圓親子填色比賽

季  軍：2A陳鈞浚
優異獎：3C陸泳嫻  3C陳樂妍  2D郭芯言  1B陳逸謙 
最踴躍參與學校大獎

屯門區少年警訊會長會「滅罪乒乓球比賽2021」 季  軍：6B歐樂琛  5A陳紫澄  5B張翔淋  5B黃穎瑤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柳琴獨奏銅獎：3C黃亦瞳    鋼琴獨奏銅獎：4C賴銳澄
琵琶獨奏優異獎：4C周嘉伶  柳琴獨奏優異獎：1B張羽澄

科創起承知識競賽校際比賽  小學組：最積極參與獎
優秀教學啟導教師 葉永枝老師

「百年歷史．「百年歷史．
當代中國」圖片展當代中國」圖片展

普通話大使報佳音普通話大使報佳音

聖誕聯歡會聖誕聯歡會

故事人物扮相Catwalk比賽故事人物扮相Catwalk比賽

Halloween英文活動Halloween英文活動

2021-2022 年度
上學期校外活動獎項

陳老師與陳老師與
4A原任廖健歡老師4A原任廖健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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