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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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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媚校長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歷史悠久，一直以來有賴一群專業盡責的教師團隊同心協力，
以家校一心的精神，讓同學們在小學階段打好學習根基，培養友善親和及自律守規的美德。

現在就讓「雲官」的師生透過《我們的學習成果》展現過去豐盛學習的一年。

  傳承學校優良的文化傳統，學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我們深信同學在充滿
關愛及正面積極的環境中成長，才能成為一個有承擔及有修養的新生代。感謝各位教職員對

學生關顧有加，同學亦透過不同的學習支援活動體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透過參與「大手牽

小手」、「闖關奇兵」、「老師愛你有禮」、「校車小乖乖」和「發展活躍及健康的小學校

園」等校本計劃，藉以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自律、自發及自信的人。學校亦利用不同的學習平

台，擴闊學生視野，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在參與傳統竹藝紮作、交流團活動、畢業典禮表

演、校隊訓練及比賽的過程中，讓同學們親身體現了「一日練，一日功，一日不練十日空」

的道理。

  創新是現今社會發展的定位。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急劇變化，資訊垂手可得。為了裝備
學生應付未來社會的挑戰，培養及增強學生們的學習能力，學校已全面推行電子學習。為了

推動STEM教育，常識及電腦科在四年級加入STEM課程進行跨科合作，又在週五的聯課活
動開辦「機械人班」，而同學們熱切期待的「探究學習週」亦以STEM教育為主題進行分級
研習，好讓學生積極嘗試，從實踐中學習及觀察反省，從而發展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學生之

間也能透過協作互動、彼此學習，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此外，中文科及英文科亦推行科普

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的動機及興趣，促進學習效能。

  承繼「雲官」優秀的教學傳統，我們在2018-2019學年持續發展既定的學校計劃。
（一）繼續全面進行電子學習，於四年級實行學生自攜平板電腦上課；（二）舉辦新加坡遊

學團；（三）中文及英文科推行科普單元教學；（四）一至六年級推行全新的校本成長課

程。相信經「雲官」師生的努力，以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和家長的支持下，同學們定能繼續展

示更亮眼的學習成果，創造更多令人鼓舞的成績，就讓我們一起肩負培育孩子的

重任，共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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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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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創新．建未來



同學們學會應有的環保態度後，還透過
「校園廣播」向全校師生宣揚有關訊息。

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

學生根據老師所委派的任務，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

小
三中
文支援計劃

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

小小小小
三三中 計計劃

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學生於課堂上自信地向全班

小小小小
三 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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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我深知：科普作品

閱讀教學計劃」於本校

三年級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上學期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第二階段為下

學期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九日。

  「計劃」主要利用科普文章作為切入點，再
配合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如專家小組、循環

塗鴉、角色扮演等增加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從而亦提升他們愛護地球、保護環境的意識。

  學生在學習活動中除了學會語文知識外，還
改變了平日的生活習慣，有學生更反映自己在學

習單元課文後，會多節約用電、少用膠袋，

顯示學生明顯增強了環保意識。

「

」」

學生利用各自準備的學習資料，

合作完成小組報告。

於圖書館設置「科普角」，鼓勵同學
繼續閱讀科普作品。

學生心聲

  完成有關環保的「科普作品閱讀
教學」課堂後，我明白了全球暖化問
題正危害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我十分
感謝老師用心教導我們，使我改變了
生活習慣，令生活環境更美好。

3A 施凱文

  完成有關環保的課堂後，我和家人分享
了我在課堂中學到的知識。現在，我變得十
分環保。玩遊戲時，我會把客廳中不看的電
視機關掉。想不到我的行為影響了家人，他
們為了支持我，也變得十分環保，這是我意
料之外的。

3B 陳慶銘

  《海島》和《乾淨的能源》兩本科
普作品令我學了很多新知識，老師也用
了很多方法教導我們，令學習變得更有
趣味。

3D 王子恒 

  從課堂中，我學會了地球暖化令冰山融
化，導致海水上升，珊瑚白化，魚群減少，人
類的食物也漸漸減少。所以，我們要愛護地
球，珍惜食物，多使用乾淨的能源。

3C 施慧瑩

本校老師與其他參與計劃的老師在分享會中互相交流，分享教學
成果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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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樹人 中文科



Have you ever imagined turning 
a classroom into a laboratory? Our 

P5 students became little scientists this year and did 
various experiments in English lessons. Some tried to fi sh 

a piece of ice with a piece of string and a pinch of salt; some 
became wizards who controlled a dancing paper dragon with a 
balloon. They even teste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mmon liquids 
on eggs. Not only did they learn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ey 

also learnt the theories behind the experiments. Look! They 
were intrigued by the experiments and fascinated by 

the results. We hope the students will develop an 
interest in science through this series of 

fun experiments.

Have you ever imagined turning Have you ever imagined turning 
Be
 a l
ittle scientist

various experiments in English lessons. Some tried to fi sh 
a piece of ice with a piece of string and a pinch of salt; some 

became wizards who controlled a dancing paper dragon with a 

English

The egg got  sof t  a f ter  be ing 

G u e s s  w h a t ?  We  a r e  p u t t i n g  a 
rainbow inside a bottle!

Can you believe your eyes? See how many 

Here comes a balloon-driven 
paper dragon. Can you tell the 
theories behind it?

  A f t e r  do ing  t h i s  expe r imen t ,  I 
found that sugary drinks are bad for 
our teeth.  Though I like drinking coke, 
I  th ink I  wi l l  dr ink less coke.  I  wi l l 
drink water instead of coke.  I would 
a lso brush my teeth twice a day to 
keep my teeth healthy.   

 5C Joyce Jin 

  Among the various English activities I have joined this 
year, my favourite one is definitely the Funny Experiments! 
The making of the rainbow solution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d i fferent  densi ty between l iquids can separate a 
solution into layers! Doing the experiments was exciting 
and it aroused my curiosity towards science in daily life. 
My friends and I also learnt a lot of new things. We learnt 
using connectives while writing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Our English writing skills have improved through completing 
different writ ing activi t ies. We also learnt to do things 
gradually, patiently and carefully. I hope this activity will be 
organised again so that other students can enjoy doing the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Funny Experiment

Let’s f ish some ice with a 
piece of string and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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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數學科參與「校本支援計

劃」，藉著引入校外專業人士的知

識，冀能與本校一、二年級數學科老師共同設計一

套適合學生程度的「校本教學策略」，幫助學生解決

解題的困難。

  此計劃主要針對初小學生的思維能力，以他們日
常的生活情境出發，有助學生掌握及理解題目。昔

日，學生往往因沒有仔細審題而計算錯誤，現在

「校本教學策略」施行後，學生大都能養成

「先閱讀、後分析」的習慣，成效

顯著。

課堂討論時，同學們表現專注。

教育局人員與參與老師的第一次聚會。

官立小學數學學習圈

本年度學校參加了「官立小學數學學習圈

計劃」。

  此計劃邀請到不同友校的老師協助，為
我們提供了不少支援。透過每月一次的聚

會，包括學校觀課、講座、教研討論等，讓

各數學老師互相交流教學心得與技巧，從而

提升教學效能。

「專業發展工作坊」。

判斷應用題應該是「加」還是「減」
時，學生表現雀躍。

透過不同的解題步驟，讓學生一
步一步去理解，並分析「比較應
用題」的計算方法。

老師一步一步帶領學生理解題目。

官小友校同工到本校進行分享講座。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鍾小姐到校與小一及小二的科任老師
共同制訂應用題的教學方法。

年度學校參加了「官立小學數學學習圈

  此計劃邀請到不同友校的老師協助，為
我們提供了不少支援。透過每月一次的聚

會，包括學校觀課、講座、教研討論等，讓

各數學老師互相交流教學心得與技巧，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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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劃」，藉著引入校外專業人士的知本年度數學科參與「校本支援計

劃」，藉著引入校外專業人士的知

小
一、
小二校本支援計

劃



本年度，學校的探究學習週以STEM教育為主題。
STEM 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
詞。STEM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讓他們能應對現今世界的
種種挑戰。

  探究學習週的主要目的是透過製作、實驗、測試、觀察、思考、討論及
分享等活動，以專題研習的方式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力。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全校的老師預先透過靈活安排學習時間表，重新統整課程，為各級學生

創設不同的學習情景，引發他們的探究精神。為期多天的活動在1月底進
行，全校各級師生積極圍繞STEM教育訂立探究的子題，投入地進行
各項學習活動。

常識科

探究學習週

我們完成了聲控模型車的製作和測試。
「一人一票選花車」：科學與美感的結合。

哈哈！ 看得見的聲音：「空氣砲」。

哈哈！ 看得見的聲音：「空氣砲」。

哈哈！ 看得見的聲音：「空氣砲」。

哈哈！ 看得見的聲音：「空氣砲」。

  
 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通過

多天愉快的學習活動，初步認識了聲

音透過物體或空氣的振動原理，明白聲音

能夠轉換成能源以推動物件。他們更透過聲

控電動車的操控，探究聲音的傳播與用途。

一、二年級的子題 
—「聲音的傳播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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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數碼程式編寫終於成功了！

  
學生積極參與每一個不同的學習活

動，初步認識了mBot機械人感應器的位置及
用途，利用移動電子裝置編寫和修訂簡單的程式操

控機械人。綜觀，學生在整個學習活動中通過不斷的

驗證，發展探究的精神，同時也培養出聽取和接納別

人的意見，充分表現合作精神，以至於主動參與

及投入活動。

後記：同學們都熱切期待下一次的探究學習週來臨，再次享受STEM教育帶來的學習樂趣。

五、六年級的子題 
—「mBot機械人」

讓我這位工程師來修正一下
機械人的程式吧！

這IPAD真的可以輕易控制
mBot機械人嗎?

 
 學生分組進行電動吊機的

製作和操控，細心探索槓桿原理、

齒輪分流、齒輪的應用等力學的原理，

並經過耐心的實驗及觀察，嘗試活用科學

原理，以簡單的配件改善電動吊機的設

計、操作和效能。
看看我們的手動吊機能吊起甚麼東西?

大家集思廣益，想想怎樣編寫程式以控制mBot
機械人。

就像北官雲景這個大家庭，吊機的每一個齒輪都是那麼的重要！

先來製作手動版的「電動吊車」。

同學們在比拼，看看誰最快把水瓶「吊」上來！

接
受

港
台
「自
在8點半」節

目

訪
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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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吊機」



好，準備就緒比賽，先來拍張照！

今年三月，本校的「小小藝

術家」參加了在維園舉辦的花卉

展覽戶外繪畫比賽。到了維園，同學一邊欣賞景

色，一邊寫生，享受着戶外繪畫的樂趣。四月，他

們又來到灣仔動漫基地，觀賞「城市閘誌」展覽。

透過欣賞鐵閘藝術、拼布藝術及鑿字工藝等作

品，同學體驗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在旺角、深

水埗等地區的生活文化。

視藝科

舞火龍」是香港的傳統活動，極具中國濃厚

的文化特色，因此，本校特別邀請了薄扶

林村竹藝紮作師傅，教授同學火龍紮作的技藝，

讓他們能更深刻地體會傳統文化的意義。

「

4A徐士鈞同學（左）：製作一條火
龍原來有很多工序，過程很辛苦，
但這文化很值得傳承下去。

參觀完了，齊齊來個大合照！

6C林之奇同學（左）：在這次活動中
我感到非常快樂，一方面可以學習傳

5A吳子麒同學：原來要削一條竹子是
很困難，而且還要削得很薄才可彎成一
圈，但太薄又會容易折斷呢！

分滿足，我真的很希望此手藝可以繼
續傳承！

6C林之奇同學（左）：在這次活動中6C林之奇同學（左）：在這次活動中
我感到非常快樂，一方面可以學習傳我感到非常快樂，一方面可以學習傳

文化傳承—傳統竹藝紮作

 
 二零一七年九月，本校獲香

港電台 —「自在8點半」節目採訪，拍
攝當天同學和家長在「傳統竹藝親子工作

坊」紮作火龍的花絮，並訪問了6C班洪偉豪
和林之奇同學。他們表示

在紮作的過程中雖然遇到

不少困難，但他們仍很高

興，因為能深入認識中

國文化。

坊」紮作火龍的花絮，並訪問了6C班洪偉豪

透過欣賞鐵閘藝術、拼布藝術及鑿字工藝等作

品，同學體驗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在旺角、深

水埗等地區的生活文化。

坊」紮作火龍的花絮，並訪問了6C班洪偉豪

品，同學體驗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在旺角、深

水埗等地區的生活文化。

 二零一七年九月，本校獲香
港電台 —「自在8點半」節目採訪，拍
攝當天同學和家長在「傳統竹藝親子工作

坊」紮作火龍的花絮，並訪問了6C班洪偉豪接
受

港
台
「自
在8點半」節

目

訪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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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陽光普照，我要在
背景塗上蔚藍色。

年三月，本校的「小小藝

德德

今年三月，本校的「小小藝今年三月，本校的「小小藝
小小
藝術家展才華



今年七月，普通話科為學

生舉辦了「普通話歌唱比

賽」。事前，同學們自己組隊，選擇自己

喜愛的歌曲，還經常練習，為比賽作好準

備。當天，參賽的同學表現投入，發揮得淋

漓盡致，而台下的歡眾也看得入神，不時

為比賽的同學歡呼喝采。他們盼望下年

可繼續參加這項比賽。

音樂科

 

音樂課程其中一個目標是透過

參與音樂活動，使學生能獲得享

受及滿足。為使同學享受音樂活動所帶來的滿足，

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帶同本

校十三位四甲班的同學到杏花新城參加「聖誕歌聲馬

拉松」活動，並即場獻唱聖誕歌。當天，同學表現愉

快投入，得到公眾人仕一致讚賞。校長及副校長亦

於當天親臨會場，為同學打氣，提升他們的自

信心呢！

表演順利完成了，一起拍張大合照吧！

音樂課程其中一個目標是透過音樂課程其中一個目標是透過
杏花
聖誕歌聲馬拉松

普通話歌唱比賽

看！同學們隨着歌曲的內容做出整齊的動作，多投入啊！

同學小小年紀，已懂得用口
琴伴奏，前途無可限量。

歌唱比賽獲獎同學都興奮不已！8

立德樹人



體育科

午息時段的運動區非常熱鬧！

我要做投籃高手！

 

體育科今年舉辦了「發展活躍及健康

的小學校園」計劃（MVPA60），內容
包括在課前及午息時段開放運動區，讓同學參與各項

運動；在正規訓練時間外，額外為各校隊隊員進行體能訓

練；每位同學獲派一本《體育學習冊》，同學根據冊子內的

自習計劃，每週按個人需要進行運動。此外，體育科老師會

為同學進行體適能測試及根據《體育學習冊》內的紀錄，為

同學申請 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的證書。
   這次活動得以成功，實有賴各位家長在活動期
間的配合及支持，透過家校合作，一起幫助同學

建立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達致身心

健康。

努力練習，為班際呼拉圈比
賽作好準備。

各校隊隊長進行體能訓練，不但鍛煉身體，還在培養堅毅意志！

杏花
聖誕歌聲馬拉松

  收到老師派發的《體育學
習冊》後，我為自己訂下了目
標 — 金獎！我每天都努力地
做運動，還加強了柔軟度練
習。經過兩個多月的苦功，我
的身體變得更強壯了。這活動
能鼓勵我們多做運動，非常有
意義呢！

  學校在本學年推行MVPA60
計劃，每位同學都有一本《體育
學習冊》，讓我們紀錄每天的運

動量。一向運動不足的我，受到這個
計劃的「鞭策」，多做了運動，身體
也比以前健康多了。最重要的是：不
知不覺間，我養成了運動的習慣，以
後，我都會堅持做運動。

6B 賴佩詩

計劃，每位同學都有一本《體育
學習冊》，讓我們紀錄每天的運

動量。一向運動不足的我，受到這個

體的小學校園」計劃（MVPA60），內容體育科今年舉辦了「發展活躍及健康

的小學校園」計劃（MVPA60），內容
發
展
活躍
及健康的小學校

園

做運動，還加強了柔軟度練
習。經過兩個多月的苦功，我
的身體變得更強壯了。這活動
能鼓勵我們多做運動，非常有

動量。一向運動不足的我，受到這個
計劃的「鞭策」，多做了運動，身體
也比以前健康多了。最重要的是：不
知不覺間，我養成了運動的習慣，以
後，我都會堅持做運動。

99999999

立德樹人



本校積極協助學生發展運動潛能，逐步發展不

同的校隊。本校的校隊涵蓋主流及非主流體

育項目，包括：田徑、乒乓球、排球、欖球、板球

及花式跳繩，讓學生各展所長。

  校隊人才濟濟，由體育科老師安排各隊隊員接
受恆常的訓練，以鍛鍊體質，並為參加比賽積極備

戰。經過一整年的訓練後，當中的排球隊及板球隊

在學界比賽中取得佳績，實乃同學艱苦訓練、老師

悉心教導及家長全力支持的成果。期望在來年的比

賽中，同學們能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乒乓球隊

板球隊今年的成績非常優異，既取得第二屆小學六人板球比賽第
三、四名，又有11位同學考獲「香港板球徽章計劃—銅章」。

（男子組）殿軍。

田徑隊人強馬壯，陣容龐大！

5A吳子麒榮獲最佳
投球手的殊榮！

欖球隊

6A蔡子櫟同學奪得2017-
2018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
際排球比賽傑出運動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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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隊的跳繩技術出神入化！

校隊介紹



每月同學會在早會時段向全校同學推介不同科目的圖書，包括

中文、英文、數學、視藝、音樂等圖書。同時，圖書館亦會

於該月份展出相關的主題圖書，供同學閱覽，以增廣見聞。

圖書科

故事爸媽」是一群熱心協助推動本校閱讀的義工家長，他們每逢週五午息時段，

到圖書館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為小一及小二年級同學講故事。每次「故事

爸媽」講故事，同學們都會專心聆聽，並踴躍地回答問題，「故事爸媽」真的為同學

帶來不少閱讀樂趣啊！

「

隨
著網絡時代出現，

圖書館除了為同學

提供紙本閱讀資源
外，也為全校同學

提供各類不同主題
的電子圖書。電子

閱讀不

受時間及空間的限
制，同學們可隨時

隨地閱

讀內容豐富，具圖
像及音效元素的電

子書，

有助提升同學對閱讀
和學習的興趣。

「

故事爸媽—義工家長講故事

好書推介

111111111111

立德樹人

推廣電子圖書，擴闊閱讀領域



學生心聲

  我原本不喜歡和電腦有關的課程，所以當老師告訴我們要上機
器人課程時，我一點兒都沒有期望。後來，我發現有很多同學（特
別是男同學）都喜歡上這個機器人的課堂，於是我也慢慢用心學習
起來了。
  在機器人課程中，我發現機器人編程並不簡單，要讓機器人
「聽話」一點兒也不輕鬆，但從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真是一次很
難忘的經驗，因為它使我的耐性及創作力得以培養。

4D 許嘉婷

  完成mBot的課堂後，我學到了
很多東西，雖然有很多程式我還不會
編寫，但導師總是很細心地教導我，
我感到十分高興。在此，我感謝老師
和導師的教導，希望下次可以再參與
這個活動。

4A 吳子君

  使用mBot的時候，我覺得很緊張，因
為怕會在編程中途出錯，幸好最終我也成功
了。當我成功的時候，我覺得很雀躍。我十
分感謝各位幫助過我的老師。有這個學習使
用mBot的機會，我感到十分難能可貴。

4A 黎敏妍

電腦科

同學們研究編程內容時多認真！

讓我們一同努力，協作學習，
一定可以成功的！

等我努力試一試！

看！我的機器人可沿著

黑線行走，大成功！

為配合STEM課程發展，本校於上學期四年班進行了電腦
及常識跨科合作的STEM課堂，並聘請校外導師作支

援，讓學生於課堂中初步學習以圖像化的程式

語言來編寫程式，操控機械裝置的移動。

雖然學生只是初步接觸，但均表現出濃厚

的興趣來。當然，學習過程並非一帆風

順，學生會面對不同的困難，但這正正

可以培養學生解難及協作等共通能力，

讓學生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參與了
電腦科和常識科跨學科合作的四
年級mBot機器人編程課堂。我
們早已被老師分組，然後使用應
用程式為機器人進行編程。兩位
外聘導師耐心地教導我們，我和
組員合力編寫程式。有機會學習
編程，令我們感到非常開心，希
望將來能有機會繼續學習編程。

4A 梁家肇

  在這次mBot機械人
課程中，我感到既興奮
又緊張。課堂中，我學
會了光線感應器和超聲
波傳感器的運用，我希
望將來會有機會參加更
多同類的課程。

4A 黃俊喬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導師的講解。

Yeah！ 我的機器人可以動了！老師們向同學們講解機器人課程的重點。

本校老師盡力協助同學學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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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機器人」培訓計劃



給家長的情書
  「給家長的情書」活動的目的是透過親子之間書信的
往來及分享會，從中讓家長及學生互相表達關懷，加強親

子溝通，建立家庭的正面文化。

  首先，活動在成長課中進行，同學們撰寫「給家長的
情書」，認真地把感謝父母的說話寫在情書上，然後家長

回信。接着，同學們製作「給家長的獎狀」，想出一些別

出心裁的獎項名稱送給自己的爸爸媽媽，向父母表達濃濃

的愛意。最後，他們在「親子分享會」中親手把自己用心

設計的獎狀送給摯愛的家人，場面十分溫馨感人！ 
  透過是次活動，希望鼓勵子女與家長多溝通、多表
達、多感恩，簡單的一句謝謝、欣賞及讚美的說話，對家

長和子女來說，已經是最珍貴的禮物。願大家不時與家人

「真情對話」，互訴心聲，一起經營正面溝通的家庭。

  在這次分享會中，非常感謝學校的精心策
劃、老師的安排和付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親
子互動平台，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也讓父
母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有輕鬆的一刻。這次親子
分享會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作為父母，我們對子
女的付出是有回報的。分享會中，聽到孩子們
對父母愛的表達，讓大部份家長都熱淚盈眶，
場面非常感人。希望學校以後多舉辦同類活
動，讓父母和孩子擁有溫馨時刻！

 3B 周熙軒媽媽

成長科

我們一家三口來張大合照！

當天的場面真摯感人。

家長心聲

  當日參加學校「給家長的情
書」分享會時，看見一班家長出
席，每位家長面上都充滿笑容，
看着子女的目光帶着濃濃的愛。
非常感謝學校舉辦了這個親子活
動，增進了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1C 莊騏謙爸爸

這是我們精心設計的獎狀！

13131313131313

立德樹人



今年，升旗隊總會周年

檢閱禮於3月10日舉行，
並設旗隊比賽。我校派出三位升旗隊隊

員參賽，有幸榮獲冠軍，對學生極

其鼓舞。

  今年，我和隊友們代表學校參加
旗隊比賽，升旗隊總會邀請了駐港解
放軍三軍儀仗隊進行升旗儀式，還邀
請了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
作主禮嘉賓，當天還有很多學校隊伍參
賽呢！。比賽開始了，當總指揮喊口令
時，我們立刻做了一套步操的動作，然
後一隊接一隊地操出比賽場地，我和
隊友們都很合拍，邁着整齊的步伐完成
了比賽。真沒想到，冠軍隊伍竟然是我
們隊，我既興奮，又激動。能為學校爭
光，我感到非常高興！ 

3A 曾 昊

  我校勇奪了旗隊比賽冠軍，
我作為校隊隊員之一，當然雀躍
萬分。比賽那天，我既緊張又興
奮，因當天有很多訓練有素的參
賽隊伍；在這盛大的場面，我看
到解放軍排列得非常有氣勢，
我就知道我們還有很多改善的空
間。於是，我放開心情，把比賽
當作是一堂步操課。比賽結束
了，到了最緊張的時刻  宣布
賽果。當大會司儀宣布比賽冠軍
隊伍是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時，我真是欣喜若狂，我們成功
了！ 成功了！ 

5B 伍芷穎

  今年，我和隊友們代表學校參加

中間那隊就是我校校隊了，看！多神氣啊！

呵！呵！勝利的手勢當然少不了！

家長們都來了為小寶貝打氣。好窩心！

校長專程來支持我們，當然高興啦！

升旗隊成員

  3月10日是個難忘的日子！當天，
我和隊友們奪得了旗隊比賽冠軍，我興
奮得不知所措，我們的努力並沒有白
費。比賽前，我是滿懷興趣的參加為期
兩天的全日訓練，畢竟，我也很喜歡團
隊步操呢。勤力的教官不停地要我們進
行步操練習，我練習得又熱又累，雙腿
也漸漸地發軟又發酸，但我還是撐到最
後。比賽時，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反
而十分輕鬆，比賽過程也很順利。聽說
我們隊奪得冠軍，我便開始緊張起來。
當宣布冠軍隊伍果然是我校時，我是多
麼的雀躍。老師派我代表領獎，我當然
樂意接受這個使命啦。

5C 施 翔

光榮時刻—領取冠軍獎項！

今檢閱禮於3月10日舉行，今年，升旗隊總會周年

檢閱禮於3月10日舉行，

升
旗隊
總會周年檢閱禮

升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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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日

地域航空日暨第七屆
飛行探索者錦標賽

本年度的公益金賣旗日在2017年11月18日
上午舉行，本校共有27位同學及家長參

加。他們由早上七時半開始，由家長陪同到北

角及炮台山一帶主動向途人賣旗募捐，態度友

善積極，直到中午十二時前交還旗袋。是次活

動能讓同學發揮服務精神，幫助社會上有需要

人士籌款，真是有意義啊！

  航空日那天，我們到了民航處參
觀。那天，我們砌了一架木飛機。過程
中，雖然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都
能一一迎刃而解，令我們獲益良多。

6B 莊家霖

中間那隊就是我校校隊了，看！多神氣啊！

我們的飛機模型多好看！

努力嘗試使滑翔機飛得更遠。

同學們的旗袋真是滿滿的！他
們一定很努力賣旗啊！

飛行探索者錦標賽飛行探索者錦標賽飛行探索者錦標賽飛行探索者錦標賽

人士籌款，真是有意義啊！

公益少年團

童軍

同學透過場內的互動裝置，學習了
不少航空知識。

賣旗前，家長、同學和老師一起來張大合照，陣容十分鼎盛。

同學們賣旗取得成績優良獎狀，真厲害！

  航空日那天，我們到了民航處參
觀。那天，我們砌了一架木飛機。過程
中，雖然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都
能一一迎刃而解，令我們獲益良多。

本校幼童軍旅團於2018年3月4日到
「赤鱲角民航處總部」參與港島

地域航空日暨第七屆飛行探索者錦標

賽。透過參觀、比賽、製作模型飛機和

滑翔機等活動，學習有關香港航空和飛

機的知識。

這道問題的答案在哪裏？

  童軍航空日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活
動。在這次活動中，我認識了香港以
前的機場─啟德機場，還有了解到飛
機的結構和發展歷史。我希望下次可
以再到民航處玩遊戲，探索更多關於
飛機的知識。

5C 陳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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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地砌出模型飛機

  在這次港島地域航空日中，我開心
極了！因為我參加了很多活動，例如參
觀民航處總部、拼砌模型飛機和製作滑
翔機。這些活動都十分有趣，希望下一
次港島地域航空日會更有趣。

4A 黃俊喬



一年一度的六年級畢業旅行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順利

舉行。一大清早，同學們帶着興奮的心情出發，前往曹公

潭戶外康樂中心。當天天氣晴朗，最適宜戶外郊遊。在短短的半

天中，同學們享受了不少營地設施，到處都聽到他們的歡聲笑

語，場面既熱鬧又溫馨，日營就在這歡笑聲中結束。

6A吳崑銘:「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畢業
日營很快就結束了，還記得同學們即使在回
程時仍分享着各自的有趣經歷，我真的希望
這快樂的情景可以長一點。回想這次畢業日
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希望我和同學之
間的友誼能夠天長地久。另外，我亦希望這
難忘的回憶可以永留心中。

6A梁海琳:這次旅程令我很不捨，因
為這是我小學生涯中最後一次的旅
行。在這次旅行中，我學會了與組員
心平氣和地討論，最後能解決問題。

6B施珩行:在小一的時候，我非常期待學校旅行，
但是今年有點不同，因為這次畢業旅行意味着我即
將與同學分開。回程時，我的腦海裏浮現出一段段
美好的回憶，多麼想留住這些片段啊！

6B朱元泰:對我而言，這次的畢業營是一
個難忘的回憶。因為終於可以盡情地與同
學玩耍，而且我很榮幸有機會聽到我的班
主任黃老師美妙的歌聲，實在令人太感動
了！我一定會記住黃老師的歌聲和同學們
歡樂的樣子。

6C林之奇:這次畢業日營，我得到了很多啟
發，我發現最珍貴的是友誼。朋友是無價
寶，在日營的活動中，朋友互相鼓勵，互相
支持，實屬難得。所以我希望在往後的日子
裏，大家可以保持聯絡，願友誼永固！

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希望我和同學之
間的友誼能夠天長地久。另外，我亦希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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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秋季旅行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

順利進行。是次旅行的目的地分別是：佐

敦谷公園（P1-P2）和西貢戶外康樂中心（P3-
P6）。當天陽光普照，半天的親子遊行程充實
而緊密，在歡樂的笑聲中圓滿結束。高年級的

同學也非常享受營地的設施，最後懷着依依不

捨的心情離開營地，還期望下年度的旅行快些

來臨呢！

鄧博文（左）:同學和家長一起玩彩虹傘，令我印象最
深刻，因為我和媽媽當時玩得十分高興。
馬曉俊（右）:我覺得玩彩虹傘令我最開心，因為我和
爸媽都玩得十分投入。

嘩，很大個的彩虹傘啊！親子遊戲真好玩。

4D曾嘉謙（右）:這次旅行可以和老師一起玩，真是很開心！
4D盧俊傑（左）:學校旅行竟然可以攀石，真是意想不到啊！

嘩，很大個的彩虹傘啊！親子遊戲真好玩。嘩，很大個的彩虹傘啊！親子遊戲真好玩。

5B郭滔同學:旅行都可以打乒乓球，真好！
因為我很喜歡打乒乓球啊！

學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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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發展多元智能是十分重要的，故此本校

十分注重五育的培養，發展學生「德、智、

體、群、美」。本校每周五都會進行聯課活動，內容

涵蓋學術、服務、體育、藝術及興趣等三十多項活

動，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活動，盡展潛能，發掘個人的

興趣及專長。

同學們投入參與樂高機械人組，像小小工程師。 花式跳繩組同學練習時非常認真，表現團隊精神。同學們投入參與樂高機械人組，像小小工程師。同學們投入參與樂高機械人組，像小小工程師。

1B李旭朗：「我最初擔心參加摺
紙樂活動會很困難，但經過老師
悉心的教導後，一步一步跟着摺
便成功了。」

3C郭曉睿、黃羽琪：「普通話
唱遊組的樂曲很動聽，我們很
喜歡啊！」 武術組同學按導師的指示，逐步完成整套動作，

加油啊！

升旗隊努力不懈地練習，早前更獲得
「周年檢閱禮旗隊冠軍」。

1B李旭朗：「我最初擔心參加摺
紙樂活動會很困難，但經過老師紙樂活動會很困難，但經過老師
悉心的教導後，一步一步跟着摺
便成功了。」

4B董子桐：「幾塊圖形，就
可有千變萬化的組合，能成
功砌出，非常有滿足感。」

4C朱巧澄：「這是我第一次玩蘋
果棋，真好玩，希望可以再參加
棋藝組。」

扭氣球是同學們最喜愛的活動呢！

5B張倩瑩：「這是我第一
次學用針線製作飾物，真
有趣！」

五筆畫組可讓同學用簡單數筆就繪出精美的圖畫。

3B陳懷熙：「English 

IPAD活動令我可更有趣

地學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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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雲景繫繫雲雲景景學習支援

大手牽小手

今次神秘嘉賓是副校長，不知道下一位神秘嘉賓會是誰呢？

大手牽小手」—  由「大手」協
助「小手」適應校園生活，投

入學習。對「小手」而言，在成長路

上遇上一個關愛天使，是一件多麼幸

福的事啊！至於「大手」，他們不但

學懂關愛幼小，學會忍耐、體諒及接

納，而且變得更加「自信」、「自

律」及「自發」。

「

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

樂於接受挑戰，勇敢面對困難。

做完照相機「大小手」還來個

鬼馬拍照。

五筆畫組可讓同學用簡單數筆就繪出精美的圖畫。

為了配合本年度的德育主題，鼓

勵學生努力求進，學校每月特

別加設「與神秘嘉賓午膳」環節，加

許表現優良的班別。

與神秘嘉賓午膳

體驗盲人生活，關愛弱勢社群。

「大手」耐心教，「小手」認真學。

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做個小廚神，泡製小食真輕鬆！

鬼馬拍照。

學校會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開辦多元化

課後活動，培養學生全人發展，成為一

個「自信」、「自律」及「自發」的「雲景

學生」。

學習支援班

互相合作，聽從指示無難度。

從遊戲中學習，學會與人
溝通，建立自信。

與校長午膳後還收到神秘禮物，多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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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雲景

  「關愛點唱」活動為本校師生提供一個表達關愛心
聲的平台，營造關愛校園的氣氛。學生習慣以「點唱」

方式實踐關愛及欣賞身邊的老師和同學。本學期點唱主

要配合校本「闖關奇兵」計劃，舉行「感恩」主題點

唱，鼓勵學生多表達感謝之意。社工主要邀請學生擔

任點唱主持，並透過練習以增加學生的自信心。除此之

外，社工亦會邀請一些學生擔任「關愛小助手」，協助

分派及收集點唱紙，以增加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

本年度為了配合學校3 S主
題「自律」、「自發」、

「自信」，優化「闖關奇兵」

校本輔導計劃，本校每月與學

生訂立主題目標，加強對學生

品德的培育。

「闖關奇兵」
校本輔導計劃

他們都身負重任，向同學宣揚
關愛及感恩訊息。

月份 主題

9-10月 禮貌

11-12月 自律守規

1-2月 責任感

3月 感恩

4月 禮貌

5-6月 關愛

同學充滿期待，希望抽中一隻心目中
喜愛的扭蛋。

關愛點唱

主持們認真地讀出同學們的點唱！

  「關愛點唱」活動為本校師生提供一個表達關愛心

任點唱主持，並透過練習以增加學生的自信心。除此之

YEAH！我們都成功闖關了！

嘩！金杯將軍的獎品十分豐富，
是既有趣，又好玩的扭蛋啊！

同學對他們的扭蛋也愛不釋手。

202020202020
同學們填寫關愛點唱紙，表達彼此的
關懷及鼓勵，讓校園充滿關愛氣氛。



情繫雲景

  《禮記．冠義》中記載：「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
也。」因為有禮義，我們才配得上作為「人」的身份，可

見「禮」對於大眾社會是何等重要。因此，本年度學校推行

「老師愛你有禮」計劃，積極鼓勵同學要守禮，更在四月份

讓表現出色的同學參與饒宗頤文化館「舉止有禮活繽紛」活

動，藉以在校宣揚「有禮文化」。另外，訓育組亦繼續推廣

「梯間安全」及「儀容整潔」各項措施，務求加強學生的自

律意識。

同學們正學習筷子的正確握法

同學們在話劇環節中表現出色，導師頒授獎狀以作嘉許。

「老師愛你有禮」獎勵貼紙

「老師愛你有禮」襟章是為學生度身
訂造的，甚具紀念價值！

同學們在話劇環節中表現出色，導師頒授獎狀以作嘉許。同學們在話劇環節中表現出色，導師頒授獎狀以作嘉許。同學們在話劇環節中表現出色，導師頒授獎狀以作嘉許。同學們在話劇環節中表現出色，導師頒授獎狀以作嘉許。

「梯間安全」及「儀容整潔」宣傳海報

「老師愛你有禮」宣傳海報
「老師愛你有禮」宣傳海報
「老師愛你有禮」宣傳海報
「老師愛你有禮」宣傳海報

同學們留心聆聽「饒宗頤文化館導賞員」講解

「校車小乖乖」襟章頒發給
在校車上自律守規的學生。

「老師愛你有禮」襟章是為學生度身「老師愛你有禮」襟章是為學生度身

校本自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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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雲景

爸爸媽媽，你今年在學校累積了多少學分呢？

雲景愛心家長學堂」是「雲景愛心家長義工」及

「雲景家長學堂」二合為一的計劃。本年度開始，

家長凡參加「雲景愛心家長學堂」，會收到一張「學分紀錄

表」。家長於學年內出席家長學堂，例如親職講座、家長活

動或家長義工活動，即可獲取學分。學分可積累計算，達

到指定的分額，家長便可獲得金、銀或銅獎證書。盼望

家長們在累積學分之餘，也積累教導子女的好方法。

「

雲景愛心家長學堂

教育心理學家黃小組到本校主持家長講座，讓每位家
長都獲益良多！

每位家長都專心聆聽，成為子女們的好榜樣。

不論是出席「愛心家長義工」，還是「家長學堂」，家長們
緊記要帶備「學分紀錄表」，蓋上印章累積學分。

22222222

家長從講座中學會了如何幫助
子女溫習，甚有得着。



本學年的小一迎新日已於開學前舉行。同學們都積極

準備上小學，快樂地踏入新的學習階段，認識新老

師和新同學。十一月份，本校為小一同學們舉行了生日

會，透過遊戲，讓他們能夠認識合作的重要，彼此建立友

誼，更快投入小學生活。誼，更快投入小學生活。

同學們踴躍地舉手參與，究竟他們在玩甚麼遊戲呢？

「小一適應指南」印刷本之外，今年還特地製作了一
齣「小一適應指南動畫短片」，內容生動有趣，對小
一家長和學生都十分受用。

小一生日會到了，同學們又玩遊戲，又吃蛋糕，真開心呢！

小一同學安靜地聽老師講解
「家課冊」的用途。
小一同學安靜地聽老師講解小一同學安靜地聽老師講解小一同學安靜地聽老師講解小一同學安靜地聽老師講解
「家課冊」的用途。「家課冊」的用途。

同學們一個一個列隊，十分整齊。

232323

童真童心

小一迎新日及生日會



青蔥歲月

24

班主任：關淑瑩老師 郭秀齡老師

班主任：莊文慧老師、鍾瑞瑛老師

區一言 陳泓謙 陳泓銧 張雪寧 鍾顥溱  高韋浚 郭梓澄 林宥希 劉潔潼 
梁灝泓 羅希敏 寗洛堯 柯焯予 是天翼 蘇家誠 鄧浠文 陶子宏 曾家祈 
王莉媛 楊竣羽 張可栗 張發栗

陳晉曦 陳駿軒 陳穎霏 張立仁 陳梓沅 杭渝航 郭俊嘉 李旭晴  李旭朗  
梁惠淇 廖浚博 吳衍鋒 彭梓朗 蘇凱寧 孫燁熹 鄧 皓   曾湋淳 徐英傑  
黃靖喬 王泓霖 楊 溢 鄧玉俊 石嘉煊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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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歲月

25

班主任：余穎殷老師、黃穎思老師

班主任：曾梓淇老師、盧樂賢老師

陳嘉堯 陳栢霖 陳日臻 錢道勤 莊騏謙 周 澄 黃承基 郭思逸 李宏川  
梁暠殷 李遠愷 李正傑 吳智恆 吳世殷 龐芷瀅 秦逸桐 鄧儆雋 黃卓迪  
王志榮 吳耀華 楊浩信 張瀚元

陳熹俊 陳可盈 蔡子豐 朱嘉熙 馮希樂 洪心翹 葉卓斐 林綱祐 梁于飛  
馬曉俊 吳梓楊 秦玉珊 施景誠 譚文滔 譚睿齊 鄧鎧淇 鄧博文 黃正彧  
王沛媛 容嘉浩 呂韋澄 楊樂潼

1C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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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歲月

26

班主任：盧子敏老師、鍾孟琦老師

班主任：陳明華老師、袁凱盈老師

陳可遊 陳柏靜 陳梓晋 鄭焯朗 張天晉 張兆揚 莊子誼 黃承浩 許懿澄  
關曜暲 林素慧 吳衍欣 吳凱喬 倪敏琪 潘容博 蘇敏睎 鄧浩靖 黃鉫淇  
修正濤 楊浩昇 楊玲絲 余思穎 林弘軒 甄文楹

鄭鉦澔 張芷澗 蔡承諺 朱嘉傑 朱碧琳 符以恩 胡熙儀 曲永源 林芝延  
林子凡 林銳謙 劉哲僖 李頌言 李遠哲 李子安 黃正皓 許嘉煒 丁曉茵

2A

2B

26262626262626262626



青蔥歲月

27

班主任：鍾莉群老師

班主任：譚兆聰老師

陳羿燊 蔡柏濠 蔡柏汶 鍾卓庭 董桂琪 林宇謙 劉俊彥 李天慧 廖家熙  
盧衍浩 盧詠恩 吳俊熙 潘茜茹 施鈞誠 施凱文 蕭誠謙 蘇學睆 孫雋軒  
施清鏵 施璟燊 黃霈潼 翁美德 曾 昊 朱千祈

陳熙琳 陳慶銘 陳懷熙 陳泳而 陳譽天 陳藝丹 張嘉文 黃俊熹 黃上上  
龔子源 郭宇軒 林綺彤 梁靖欣 施彥煜 葉永鏗 袁詠琳 周熙軒 左昊宸  
董騏暢 劉楨一

3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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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歲月

28

班主任：陳子玲老師

班主任：陳愛玲老師

陳律宜 陳文欣 徐逸行 黃羽琪 許啟朗 郭曉睿 黎 軒 李軒誠 李子華  
李若詩 劉煒彬 劉弈希 吳沅錫 施慧瑩 曾睿恆 黃卓鏗 黃程健 鄭瀟瀟  
黃奕霖 劉振澧

陳姿羽 陳柏霏 張婉婷 蔡沚蒑 蔡禮皓 洪于銘 林峻焯 李政陽 林哲鋒  
林雅鉛 盧正維 駱宸希 呂汶晉 呂汶軒 吳嘉殷 譚苡澄 王子恒 汪希諭  
王安煒 邱雅鍶

3C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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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歲月

29

班主任：陳惠珍老師

班主任：唐秀彩老師

蔡婧怡 陳斯霖 崔文謙 侯仲彥 柯思曼 李晉仁 李永鑫 梁哲綸 梁國豪  
盧衍鏵 吳梓寧 沈冠曦 譚晧田 謝行健 謝依雯 董子桐 趙博熙

4A

4B

陳冠豪 陳柏煜 蔡詠喬 莊建安 徐子程 徐士鈞 馮逸天 黃俊喬 洪君航  
紀畯禧 江景洋 黎敏妍 林子謙 林彥澄 李旭翹 梁家肇 梁蔚雲 文䕒莉  
吳嘉瑜 吳沛慧 吳子君 譚沛家 王修齊 黃恩喬 姚奧蒓 林家瑩

2929292929292929292929292929292929



青蔥歲月

30

班主任：劉天裕老師

班主任：李煒良老師

陳于藍 蔡詠筒 朱巧澄 朱嘉俊 葉祈敏 郭曉揚 柳奕軒 李元斐 梁銳民  
林詩琪 羅梓欣 麥皓森 伍暐彥 潘宇思 施耀斌 孫卓楠 譚愷盈 譚楚鋒  
曾嘉俊 吳晶晶

陳朗睿 張熊晞 張明青 曹小熖 朱嘉敏 洪振軒 許家泰 李愷朗 劉珈言  
盧政傑 吳欣紋 潘紀霖 曾嘉謙 吳浩裕 許嘉婷 尤苹苹 邱鍶琦 容 頤    
劉小郗 陶 珏

4C

4D

30303030303030303030



青蔥歲月

31

班主任：陳薇莎老師

班主任：周卓謙老師、吳蔚詩老師

陳楚欽 張婉兒 蔡碩琛 朱芊彤 朱玿賢 丁貝寧 何梓釗 胡冰濡 林卓亨  
李澤翔 李子聰 李和達 李元棟 吳仲賢 顏鴻滔 顏鴻允 邱嘉琪 邱俊鍚  
沈穎德 蘇鉦傑 曾卓謙 謝楹熙 蔡振宇 吳子麒 楊 諾 葉康麒

陳慶森 張倩瑩 許城烽 高恩廉 高芷澄 郭 滔 黎雪熙 藍一峰 羅浚桐  
梁茜宜 李姍宜 李豫璿 吳嘉穎 伍芷潁 蘇駿軒 孫因玥 唐一涵 黃偉泉  
周培淳

5A

5B

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31



青蔥歲月

32

班主任：張淑儀老師

班主任：黃德柟老師

陳恩樂 鄭旨珺 莊安祺 洪浩進 金 瑤 鄺櫻翹 黎宗賀 林俊希 林珊棋  
林盈欣 林東俊 勞穎晞 倪雅萍 施 翔 鄧綺晴 黃鈞浩 吳溢釗 甄秀雯  
卓銳珺 蔡子琪

Lyndon 陳家朗 陳紫晴 陳宇衡 張懿玲 龔書洋 侯景堯 洪于健 顧采宸  
林曉嵐 林曉晴 李念欣 李欣宜 林婧軒 盧俊熙 馬卓琳 孫瀚鳴 黃姿唯

5C

5D

32323232323232323232



青蔥歲月

33

班主任：陳凱欣老師

班主任：黃俊豪老師

蔡李陽 陳鍇騫 張智樂 張辛悅 朱賜軒 何燕梅 郭晉豪 黎昕彤 劉俊毅  
梁海琳 梁偉熙 李琳琳 林柏希 吳海楓 吳崑銘 潘德瑤 佘安妮 佘煒烽  
戴家耀 蔡子櫟 尤均釗 楊凱森 葉駿謙

陳宇希 陳科瑋 蔡承禧 莊家霖 朱元泰 黎楚彬 賴佩詩 劉俊安 梁皓程  
梁駿德 吳靜雲 施衍行 唐榮燊 王凱喬 黃愛茵 葉永銓

6A

6B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青蔥歲月

34

班主任：麥淑芬老師

歐陽梓煌 陳俊唯 張雅量 洪偉豪 林之奇 林恩如 林語薰 劉偉鵬 梁茜汶  
李學文 梁曉琳 林凱文 林正翰 麥嘉慧 Michael  Suhaba 王佳琪 謝澤銘  
洪詩瀅

6C

「雲景精神 十項全能」
畢業禮暨頒獎典禮

343434343434343434



慶典風采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轉眼間，小六的學生快要完成六年的小學

生活，踏上人生新一頁。為了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學校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假柴灣青年廣場為同學舉行了一個簡單而

隆重的畢業典禮。

  本校非常榮幸邀請前音樂事務處總音樂主任王琪德博士擔任主
禮嘉賓，給同學致訓勉辭。當六年級畢業同學穿上畢業袍，滿有自

信地從王博士手上領取畢業證書時，就象徵同學們快要結束小學的

校園生活，開展人生另一個里程碑。

  除了授憑儀式及頒獎環節之外，當晚還有不少精彩的表演節
目。本校中國鼓隊激昂的鼓聲為畢業典禮的表演掀起序幕，接著是

由獲得校際舞蹈節小學高級組甲等獎的學生表演優雅美妙的舞蹈，

再由粵劇小組為觀眾獻唱粵曲，同學們的功架十足、唱功了得。英

語話劇組當天的表現也不俗，雖然同學們初踏台板，但是也沒有膽

怯。接著是嶄新的花式跳繩及南拳的混合表演，一中一西的演出，

配合強勁的音樂節拍，讓整個場館都「動」起來。至於由年紀小小

的同學表演中國舞時，他們隨着動聽的音樂跳出整齊而優美的舞

姿，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最後的壓軸表演是由畢業同學以一首合

唱歌曲表達他們對母校及老師們的感激及不捨之情。臨別依依，畢

業禮就在畢業同學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鼓隊氣勢磅礡的鼓聲為畢業典禮的表演
掀起序幕。

「雲景精神 十項全能」
畢業禮暨頒獎典禮
光飛逝，日月如梭。轉眼間，小六的學生快要完成六年的小學

生活，踏上人生新一頁。為了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學校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假柴灣青年廣場為同學舉行了一個簡單而

「雲景精神 十項全能」「雲景精神 十項全能」「雲景精神 十項全能」
畢業禮暨頒獎典禮畢業禮暨頒獎典禮

粵劇的主角造手變化多端，一舉手，一投足，都扣人心弦。
中國舞隊員動作整齊，姿態優美，精彩絕倫的表演博得全場觀眾的掌聲。

校長與主禮嘉賓王琪德博士合照。

雖然參演英語話劇的學生年紀輕輕，但表演
起來卻有板有眼，毫不怯場呢!

花式跳繩及南拳混合表演，中西合璧，

令觀眾耳目一新。 六年級同學大合唱為畢業典禮劃上圓滿的
句號。 35353535353535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2A 張天晉 灣仔區學校
初級組模範生3A 施清鏵

6A 劉俊毅 灣仔區學校
高級組模範生6A 吳崑銘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獨誦

4A 江景洋 亞軍

4A 吳子君

季軍5A 李子聰

6A 吳崑銘

3A 吳俊熙

優良

3A 施凱文

3B 陳懷熙

3B 龔子源

4B 柯思曼

4C 譚愷盈

4C 李元斐

5A 顏鴻滔

5A 顏鴻允

5A 曾卓謙

5A 蔡碩琛

5A 朱玿賢

5C 洪浩進

5D 陳紫晴

6A 陳鍇騫

6B 劉俊安

二人朗誦

5A 李元棟、楊諾 優良

英詩集誦一季軍

1A 羅希敏 2A 蘇敏睎

1A 陳泓謙 2B 曲永源

1A 陳泓銧 2B 李遠哲

1A 楊竣羽 3A 施清鏵

1A 張雪寧 3A 盧詠恩 

1A 區一言 3A 孫雋軒

1B 陳駿軒 3A 李天慧 

1B 徐英傑 3A 施均誠

1B 黃靖喬 3A 蕭誠謙

1C 黃卓迪 3A 朱千祈

1C 鄧敬雋 3A 蘇學睆

1C 陳日臻 3A 曾昊

1C 李遠愷 3C 徐逸行

1C 吳智恆 3C 鄭瀟瀟

1C 郭思逸 3C 許啟朗

1D 鄧鎧淇 3D 陳姿羽

1D 容嘉浩 3D 蔡沚蒑

1D 鄧博文 3D 盧正維

英詩獨誦一優良獎

1C 黃卓廸 5A 顏鴻滔

1C 李正傑 5A 顏鴻允

1D 鄧鎧淇 5A 李子聰

2A 關曜暲 5A 沈穎德

2A 吳衍欣 5A 林卓亨

2B
Li Dylan 
Ashton 

Yuan-Zhe
5C 林東俊

2B 曲永源 5D 陳紫晴

3A 蔡柏濠 6A 黎昕彤

3A 蔡柏汶 6A 梁海琳

3A 李天慧 6A 戴家耀

4A 江景洋 6A 陳鍇騫

4A 吳子君 6A 蔡子櫟

4B 謝行健 6A 吳崑銘

4C 伍暐彥 6B 朱元泰

4D 曹小焰 6B 莊家霖

4D 曾嘉謙 6C 簡曉彤

普通話獨誦一優良獎

1A 張可栗 4D 許嘉婷

1C 莊騏謙 4D 張明青

1D 陳可盈 5A 邱俊錫

3A 蔡柏汶 5B 李珊宜

3A 施凱文 5B 唐一涵

3B 左昊宸 5D 李欣宜

3B 陳懷熙 5D 林婧軒

3D 王子恆 6A 蔡李陽

4A 莊建安 6C 洪詩瀅

4B 董子桐 6C 王佳琪

4B 鄧伯雯 6C 梁曉琳

4C 吳晶晶 6C 林凱文

第十屆香江盃藝術節普通話獨誦

1C 莊騏謙
金獎

4B 董子桐

1A 陳泓銧
銀獎

2B 曲永源

第54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一甲等獎

3B 陳泳而 4D 曹小焰

3C 李若詩 4D 邱鍶琦

3D 駱宸希 4D 尤苹苹

4A 吳子君 4D 朱嘉敏

4A 吳嘉瑜 4D 許嘉婷

4A 李旭翹 5D 馬卓琳

4A 姚奧 5D 陳紫晴

4B 董子桐 6A 何燕梅

4B 吳梓寧 6C 林語薰

4C 羅梓欣 6C 林恩如

4C 潘宇思 6C 洪詩瀅

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4A 姚奧 季軍

1A 陳梓晉 優良

3D 陳柏菲 優良

二級鋼琴獨奏 

2A 許懿澄 季軍

3D 王子恆 優良

4C 李元斐 優良

四級鋼琴獨奏 

6B 黎楚彬 優良

六級鋼琴獨奏

6A 梁海琳 優良

小號獨奏一小學初級組

4B 謝行健 優良

教堂音樂一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一9歲或以下）
歌詠組 優良

數學科

全港小學「T字之謎」大賽

5A 吳仲賢 一等獎

5A 顏鴻允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
（香港賽區）初賽

4A 江景洋

一等獎5A 朱玿賢

6A 郭晉豪

36

卓爾佳績



3A 施清鏵

二等獎

4A 陳柏煜

5A 吳仲賢

5A 顏鴻滔

5A 顏鴻允

5A 林卓亨

5A 蘇鉦傑

6A 戴家耀

6A 劉俊毅

6A 張智樂

6A 陳鍇騫

6A 梁偉熙

6A 吳崑銘

3A 劉俊彥

三等獎

3A 盧衍浩

3A 施鈞誠

3A 施凱文

3A 蘇學睆

4A 吳嘉瑜

4A 黃恩喬

5A 朱芊彤

5A 李元棟

5A 李和達

5A 曾卓謙

5A 蔡碩琛

6A 李琳琳

6A 梁海琳

6A 林柏希

6A 蔡子櫟

6A 朱賜軒

6A 尤均釗

6A 黎昕彤

6A 佘煒烽

6A 潘德瑤

6A 楊凱森

6A 吳海楓

6A 張辛悅

6B 黎楚彬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
（華南賽區）晉級賽

6A 郭晉豪 一等獎

3A 施清鏵

二等獎
5A 吳仲賢

5A 蘇鉦傑

6A 梁偉熙

3A 盧衍浩

三等獎

3A 施鈞誠

3A 施凱文

5A 李和達

5A 林卓亨

5A 曾卓謙

5A 朱玿賢

6A 戴家耀

6A 朱賜軒

6A 佘煒烽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港澳數
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5A 吳仲賢

金獎
6A 郭晉豪

3A 施清鏵

銀獎

3A 潘茜茹

3B 周熙軒

4A 蔡詠喬

5A 丁貝寧

5A 李和達

5A 曾卓謙

5A 吳子麒

5A 朱玿賢

5A 林卓亨

5D 孫瀚鳴

6A 吳崑銘

6A 劉俊毅

6A 林柏希

6A 李琳琳

2A 張天晉

銅獎

2A 鄧浩靖

2A 關曜暲

3A 施凱文

3A 施鈞誠

3A 劉俊彥

4A 王修齊

4A 黃俊喬

4A 吳嘉瑜

4A 江景洋

4A 徐士鈞

5A 顏鴻滔

5A 顏鴻允

銅獎

5A 朱芊彤

6A 尤均釗

6A 戴家耀

6A 蔡子櫟

6A 佘煒烽

6A 吳海楓

6A 朱賜軒

6A 陳鍇騫

6A 楊凱森

6A 梁偉熙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克比賽」
成績卓越獎銀獎

6A 郭晉豪

2017-2018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6A 吳崑銘

計算競賽二等獎

6A 郭晉豪

總成績三等獎

6A 郭晉豪

體育科

2017-2018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殿軍

4A 莊建安 5D 盧俊熙

4A 黃俊喬 6A 吳崑銘

4A 陳柏煜 6A 蔡子櫟

4A 洪君航 6A 佘煒烽

4B 梁哲綸 6A 劉俊毅

5B 郭 滔 6C 張雅量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蔡子櫟

2017-2018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排球
比賽 傑出運動員

6A 蔡子櫟

第二屆小學六人板球比賽  季軍
6C 麥嘉慧 6C 洪偉豪

5A 陳楚欽 5A 何梓釗

5A 吳子麒 5D 盧俊熙

4C 梁銳民

第二屆小學六人板球比賽  最佳投球手
5A 吳子麒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2A 許懿澄 6A 梁海琳

香港升旗隊總會2018年周年檢閱禮旗隊比賽
  冠軍

3A 曾 昊 5B 伍芷穎 5C 施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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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北角雲景道22號

電話：2122 9494

傳真：2122 9422

網址：http://www.npcvr.edu.hk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North Point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Cloud View Road)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