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禧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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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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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仁濟世
抱 負
貫徹「尊仁濟世」精神，
提供優質全人教育，
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棟樑。
Vision
We pledge to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Spirit of Benevolence” to
provide quality holistic education and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to be the pillars of our country.
使 命
致力發展成為愉快學習的校園，
培養學生誠懇、正直的高尚人格，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服務社群，實踐理想。
Mission
We strive to make the school a happy learning
place where everyone, with personal integrity,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service to
others always in mind, would be given the chance
to follow one’s own inc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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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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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培德養智
育賢達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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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有教無類
樂育菁莪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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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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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惜物減廢在我手
節用厚生建未來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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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春風廣化
教澤長流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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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樹仁育德
琢玉啓蒙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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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興學施教
作育功宏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羅應祺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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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培德育群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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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菁莪樂育
嘉苗成材
香港大學校長 馬斐森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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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樂育菁莪
桃李滿門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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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教澤普施
春風廣化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 陳繁昌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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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廣栽桃李
作育功宏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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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作育英才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郭位

致意

17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卓育菁莪
教澤揚芬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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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立德樹人
用宏固學
嶺南大學校長 鄭國漢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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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因材施教
廣植桃李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張仁良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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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培秀立賢
明訓達材

仁濟醫院第四十七屆董事局主席
蘇陳偉香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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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春風廣化
教澤綿長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法團校董會主席
太平紳士
趙曾學韞教授
BBS,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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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興學施教
作育功宏

仁濟醫院董事局總理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董
吳國榮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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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董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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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百年樹木
千秋功業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董
趙陳綺瑩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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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培德育群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董
李一新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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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創校二十五周年誌慶

百年樹木
千秋功業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董
林耀富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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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第 47 屆董事局
主席

蘇陳偉香女士

副主席

林煒珊女士

鄭承峰博士

嚴徐玉珊女士

馮卓能先生

王賢訊先生

周松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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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

吳國榮先生

吳志斌先生

吳春秀女士

黃美斯小姐

鄭李華熙女士

陳馬笑桃女士

羅穎怡小姐

孫蔡吐媚女士

張文嘉女士

陳李詠詩女士

趙耀年先生

馮鎮邦先生

湯振玲小姐

朱德榮先生

鄧肇欣小姐

蔡寶健先生

葉恭正先生

鮑誠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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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豪先生

主禮嘉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S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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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陳綺瑩 校
董

法團校董會主席
趙曾學韞教授
BBS 太平紳士

李一新 校董

彭紹
良校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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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貫修 校董

曹達明
校董

周鎮邦
校董

董
校
樂
霍浩

校監感言

趙曾學韞教授 BBS，太平紳士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今年踏入創校 25 周年。在過去的
日子，非常感恩上天為我們預備了喜愛上學並投入學習的學生，
愛護和關心子女的家長，與及全力支持學校的辦學團體仁濟醫
院，力求變革、努力建立優質教育的香港教育局，讓我們整個
教師專業團隊充滿動力和創意 !
現今的社會千變萬化，知識日新月異，作為學校的持分者，
關 心 學 生 的 需 要， 建 立 學 生 的 正 確 價 值 觀 和 自 信， 讓 他 們
愉 快 學 習 ，並感到學校是有情有愛的地方，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些因素都能影響學生的個人成長與學習效能。
今天，老師們要面對各種的挑戰，絕對不是一個容易擔當的
角色。老師不單要傳授知識，更要啟發學生潛能，照顧不同學習
需要，還要精通兩文三語，懂得輔導技巧，同時亦要緊貼時事脈
搏，在關心社會之餘，更要態度持平，保持中立，才能教導出良
好的公民，造福社會、國家。另一方面，老師也要與時並進，掌
握電子學習模式、有效學習理論等等。要做到以上的各點，老師
除了要不斷自我增值，學習新事物外，更重要是必須要有熱誠，
有愛心，有使命感，能持守信念，更要不斷輸入正能量，有健康
的身心。
過去二十多年，感謝辦學團體仁濟醫院支持學校，例如撥款
進行三年計劃，提升學生學業成績；通過不同的獎勵方式，鼓勵
同學上進；舉辦各項活動，增加同學不同的學習經歷。也要感謝
各位校董無私的貢獻，協助學校持續發展，捐助獎學金鼓勵同學
在學習及品德上精益求精。
教育是生命工程，而教育的中心是人 ! 因為我們相信每一個
孩子都有個人獨特的地方，只要肯定孩子的價值，充份給予機會，
讓他們擴闊視野，引發學習動機，就能培育出持守正確價值觀，
有責任感，懂得尊重別人，懂得感恩及「尊仁濟世」的良好公民。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是一所以學生為中心，尊重每一個人，
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且有價值的，平實而卓越的學校。盼望在大家
的支持愛護下，學校能繼續茁壯成長，桃李滿門，邁向另一個二十五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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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校慶感言
彭紹良校長
今年是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 趙小 ) 創校二十五年的
日子。「銀禧紀念」標示著她發出了耀眼的光芒，屹立於青
衣區已二十五載，深得家長的認同及愛護，也為社會培育了
不少精英、棟樑。
本校一直秉承仁濟醫院「尊仁濟世」的精神，有教無類，
並以「愉快學習」為辦學宗旨，以學生為本。我 雖 然 只 在 趙 小
任校長四年，但校內師生、家長關係的融洽，深深感染著
我 ， 彷彿「她」也是大家的第二個家。我希望這種精神能一直
承傳下去，讓學生感受到學校是一個和諧、溫馨的家，每 天 陪
伴他們在愛中成長、學習，建立關係，也讓他們學會彼此
尊重、關愛，亦能尊師重道，有正向的思維態度。
學生能「愉快學習」，全賴教師們不懈的進修，與時並進，
緊貼教學的新知。這幾年引入的電子學習、實地學習，以及層出
不窮的各科學習活動，大大刺激了同學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成績
也得到了提升。過去兩三年的升中學生派位成績，均見學習成
果，例如 2013-14 年度，就有八成的學生能升讀區內外極受
歡迎的中學。趙小的學生潛能無限，除一貫在乒乓球等體育活動
表現出色外，在校際朗誦、科學發明、視藝比賽中，均有極優異
的表現，為校爭光。足以證明只要給予機會，加上悉心的栽培，
同學們都能盡展所長，綻放耀眼的光芒！
趙 小 的 成 就， 實 有 賴 趙 校 監、 辦 學 團 體 仁 濟 醫 院， 以 及
歷 任 校 長、 教 師、 職 工 的 付 出 和 努 力。 展 望 將 來， 我 會 與 專
業 的 教 師 團 隊 繼 續 努 力， 為 社 會 及 國 家 培 育 人 才， 帶 領 學 校
邁向另一個更光輝的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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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回顧
1989 ～ 2014
1991 年結業頒獎典禮

1989 年開校時的校舍

趙校監與仁濟醫院董事局
秘書處代表視察校舍天台
趙校監在許澤林校長
的陪同下簽收校舍

1991

1989

・設立獎學金，計有『劉坤銘獎學金』、
『尹志強獎學金』及『廖黃莉倫獎學金』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監趙曾學韞太平紳士在
本校第一任校長許澤林校長陪同下正式簽收校舍
・獲教育署批准開辦八班

1990 年成立小女童軍

1992 年乘風航活動之乘舟遨遊

1990

1992

・教育署署長李越挺太平紳士主持創校開幕典禮
・獲教育署批准開辦下午校
・成立幼童軍第 23 旅及小女童軍第 284 旅

趙校監在開幕典禮上致詞

1991 年趙校監蒞臨視察

・師生參與親切社主辦之『乘風航』活動
・師生參與教育署主辦之『恐龍世界』繪畫比賽活動

1990 年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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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乘風航活動之甲板候命

1993
・參加教育署輔導視學處圖書館主辦之『實施小學課室圖
書館計劃』資料展覽
・師生為仁濟醫院董事局製作愛心蝴蝶 39,555 個
・舞蹈組學生於仁濟醫院院屬學校聯校畢業典禮表演

1995 年第一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

1993 年「仁濟慈善行

1995 年參與青衣邨歲晚大掃除活動
・出版校訊創刊號
・成立家長教師會
・舞蹈組學生於『自我
挑戰學業獎勵計劃』頒
獎禮中表演
・仁濟醫院醫生及護士
到校為全校學生進行『
社
區兒童健康服務』活動
・『自我挑戰學業獎勵
計劃』獲獎學生黃志輝
接受有線電視台訪問
・普通話科列入正規課
程
・下午校參與政府推行
之目標為本課程

1995

1994

・增設『曾榮紀念獎學金』
8 部冷氣機予本校
・本院周國興總理及林李婉冰總理捐贈
畢業典禮表演
・本校合唱團於仁濟醫院院屬學校聯校
・一至三年級推行活動教學
・本校參予政府推行之校本管理新措施

1994 年參觀政府飛行服務隊

1994 年在禮堂舉行的常識問答比

賽

1994 年足球隊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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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道理農埸

1996 年參觀嘉

』完工
・『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員會主席
師日」，仁濟醫院教育委
敬
「
辦
舉
會
師
教
長
家
・
生蒞臨主禮
區高級教育主任蔡偉文先
青
葵
署
育
教
及
生
先
愚
若
遊戲
方
」設計、佈置及主持攤位
華
年
嘉
驅
四
子
親
孚
美
濟
劃獲獎
・參加「仁
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計
育
德
「
之
辦
合
院
醫
濟
仁
・參加教育署與

1996

1996 年馬鞍山
郊野公園秋季旅行
濟義工團』誓師大會
・學生及家長參加『仁
禮中表演
慈善曲奇獻關懷』揭幕
・舞蹈組學生於『仁濟
之目標為本課程
・上午校參與政府推行

1999 年榮獲全港小學生盆種蔬
菜比賽最佳紀錄獎

1999 年香港無線電視台
「仁濟慈善曲奇賀千禧」表演

公園

1996 年參觀屯門交通

1998 年趙校監與仁濟醫院董事局
成員巡視加建中的校舍新翼

1997 年遊戲日

1997

1998

遊戲日，
校第一屆聯合
午
下
、
上
行
愚先生
・舉
員會主席方若
委
育
教
院
醫
仁濟
問
蒞臨主禮
濟屬校中山訪
仁
『
加
參
生
長接待
・八名優異
市人民政府市
山
中
獲
，
』
團

・舞蹈組學生於「自我挑戰學業獎勵計劃」頒獎禮中
表演
・舞蹈組學生於「仁濟醫院週年慈善餐舞會’99」表
演中國舞
・成功申請「德育教育基金」及「新鴻基基金」，獲
撥款組織青衣區網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
・合唱團於「仁濟慈善曲奇賀千禧」揭幕禮中表演
・「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全面展開

1997 年到中山市華僑中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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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校慶切餅禮
署理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鄭陸山太平紳士
主持十周年校慶植樹儀式
・創校十周年校慶典禮。署理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鄭陸山太平
紳士及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 CBE,JP 蒞臨主禮
・學生參觀「海上圖書館—忠僕號」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校園追擊」、「駐校
小提琴家」及「投入綠世界」活動
・舞蹈組學生前往禮賓府，參加仁濟醫院主辦之「仁濟千禧
迎月夜」提燈活動
・普通話集誦隊於「香港學校朗誦節優勝者表演暨頒獎典禮」集誦表演

2000

2001 年本校少年警訊參觀水警基地

2001

2001 年師生與
在大嶼山植樹
董特首夫人一起

・師生、家長齊參予「香港公益金赤鱲角龍年行大運」
・校監趙曾學韞太平紳士榮獲比利時爵士勳銜、2001 全球傑出
女企業家及美國華盛頓大學總統勳章
・師生及家長齊參與「慈善 Golf 球為媽媽」籌款活動
・上下午校合併，由半日制學校轉為全日制學校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為學校安裝空調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設置「資訊科技學習中心」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設置「千禧多媒 體課室」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設置「家長資訊及資源中心」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成立管樂團，並推行「愉快地學習管樂」活動
・電腦科列入正規課程

2001 年成立管樂團

2002

2002 年參加「領袖生訓練營」

・學生羅秀琼於「自我挑戰學業獎勵計劃」頒獎禮中代表全港
獲獎學生致謝辭
・師生參與教育署與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合辦之
「全港小學英語日營」
・學生參與「第一屆兒童快報校園小記者活動」總決賽
・成功申請「NET 計劃」，增聘外籍英語教師，採用活動形式
教授英文科
・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王啟思先生、仁濟醫院董事局陳耀星
主席與校監趙曾學韞太平紳士蒞臨本校訪問
・管樂團於「仁濟慈善雙周誓師大會」中演奏
・管樂團於「劉梅軒安老院聯歡會」中為長者演奏
・師生及家長義工參與「仁濟醫院聯校慈善賣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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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參觀中國極地考察船「雪龍」號

2004

・舉辦「英語活動日」
・學生於「慈善星輝仁濟夜」表演
・參與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與葵青區議會
主辦之「葵青安健學校計劃」
・師生、家長為「南亞海嘯」齊捐款，表關懷
・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行「英語閱讀計劃」
・學生參觀「中國極地破冰船－雪龍號」
・增設跆拳道班
・政府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 ( 北京 ) 人員訪問本校

2004 年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人員訪問本校
・英文科推行三項閱讀計劃：
閱讀－開啟學習之匙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KS1)
MAGBOOKS
・增設英文閱讀室
・仁濟醫院顧問局委員、董事局前主席蔡百泰先生 MH 及
深圳市平湖中心小學老師到本校交流「英語教學」

2003 年在安老院的演出

2003 年快快樂樂猜燈謎

2003 年家長參選家長教師會幹事
・學生為「微笑行動」拍攝宣傳短片
・集誦隊於「自我挑戰學業獎勵計劃」頒獎禮中演出普通話集誦表演
・舞蹈組學生於「葵青區第十七屆藝術節開幕禮萬人音樂會暨蜆殼夜」舞蹈表演
・跳繩隊為麥理浩夫人中心「三十載才情耀社區」嘉年華花式跳繩表演
・率先採用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的自助式非接觸紅外線體溫掃描系統，預防「沙士」
・校園增設水龍頭及梘液供學生洗手，預防「沙士」
・增設小學課程主任及英文科主任
・增聘外籍英語助理老師，加強英文科教學
・成立武術學會
・舞蹈組學生於「葵青藝術節」演出舞蹈
・合唱團於「聖誕歌聲馬拉松」中報佳音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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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十五周年校慶典禮

2005

2005 年十五周年校慶典禮
表演同學與嘉賓合照

・香港電台到校拍攝教育電視節目「奇妙的文字」
・香港匯豐銀行傳訊部區域主管 Mr Julian Grudzien 蒞臨本校
為小五及小六學生講英語故事
・創校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王易鳴博士 DBE,
JP 蒞臨主禮
・參與「卓思繽紛嘉年華攤位設計比賽及才藝表演」
・《維多利亞歷險記》故事書義賣大行動，本校學生認購一百本
・香港公益少年團葵青區委會舉辦慈善花卉義賣籌款殿軍
・運用教育統籌局、優質教育基金及本校自籌資金合共二十七萬餘元，
重新換裝校內資訊科技設備

2005 年參加青衣校際運動會勇奪冠軍

2006
・一、二年級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獲教育局派駐一名內地
中文科教師，協助推行計劃
・與中文大學合作，參加為期兩年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以提升學校的效能
・參加「香港學校自評網絡」(HKSSEN)，加強與其他中、小學
的教師及學生交流活動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參加「動感文學藝術」，與其他九間
小學合作，推廣中國文化學習
・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駐校護士計劃」，著重學生的生理及
心理健康發展，為香港首間有駐校護士的津貼小學
・成為教育統籌局英文課程組三間合作小學之一，於一、二年
級試行閱讀教學計劃，讓學生率先體會英語教學的新課程重點
・南非駐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總領事 Mr. Mario George Masher
兩次訪校
・本校中央圖書館耗資十五萬餘元重新裝修，改善學習環境

2006 年仁濟慈善行

2006 年慶祝外籍老師生日

2006 年東方舞組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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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動感文學
的現代秀才書齋

2006 年 駐 校 護 士
計劃同樂日頒獎禮

2007 年參觀香港環球嘉年華
2007 年健康站啟動禮

2007

科
・一至三年級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
，
作計劃，獲派駐一名內地數學科教師
及協
・參加教育局與內地教師交流
提升學生數學科成績
學業及課外活動成績
・引進大學及專業支援，全面提升
曾 2007 年服務青
衣校際田徑賽後留影
教育委員會主席曾卓明先生、校監趙
・衛生署長程卓端醫生、仁濟醫院
博
麗棠
院李
理學
學護
工大
港理
及香
S
BB
學韞太平紳士、校董周鎮邦醫生
士蒞臨主持「健康站」啟動典禮
・泰國清邁大學護士學生到校探訪
劇「岳飛－兒童版」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十校聯演音樂

2008 年機場迎接香港代表團回港

2008 年參觀尖沙咀天文台
2008 年接受有線電視台訪問

2008 年訪問深圳市
南湖小學締結為姊妹校

2008 年健康飲食迎奧運
親子烹飪比賽 - 攤位遊戲

2008

・校長、老師及學生接受有線電視台《孩子父母天》
節目訪問活動－分享如何提升孩子的學業成績
・開辦查篤撐粵劇班
・本校學生到機場歡迎奧運中國香港代表團返港
・參加「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與深圳南湖小學及
泉州市第二實驗小學結成姊妹學校
・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舉辦「駐校護士學童健康服務計劃」
及「健康體重管理計劃」
・學生被邀出席為 08 奧運火炬傳送接力活動打氣
・為迎接 08 奧運，在校內進行馬兒入校園活動
・帶領學生觀賞 08 奧運馬術盛裝舞步比賽
・採用 eClass 校園智能卡考勤及繳費系統
・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運用新科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
計劃，使用資訊科技提升學校行政效率
・獲政府撥款資助四百八十餘萬元，更新全校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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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師生訪問深圳市南湖小學

2009 年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尤曾家麗太平紳士蒞校主持畢業禮

2009

林鄭月娥太平紳士擔任二十周
年校慶典禮主禮嘉賓

・參加仁濟聯校運動會
・校長及全體老師到深圳南湖小學觀課及交流，
並帶領小四學生前往深圳南湖小學進行交流活動
・參加英國文化協會舉辦之說英文故事活動
・路德會啟聾學生一年級師生與本校學生一起上英文閱讀課
・義務小提琴導師到校教授小提琴
・為預防 H1N1 甲型流感，邀請理工大學護士學院到校教導
同學洗手及佩戴口罩的正確方法
・成功申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張貼全校玻璃窗隔熱膜及
安裝 23 部一級能源效益標籤冷氣機
・獲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全額贊助，
建造七座花架美化校園
・舉辦二十周年慶祝典禮，敦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太平紳士蒞臨主禮

校友會第一屆幹事就職典禮

創校校長許澤林先生訪校敘舊

2010

・本校創校校長許澤林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後，蒞臨訪校，與師生歡聚一堂
・首次與青衣島上五間幼兒學校合作，舉辦水仙花浸種班，推廣親子種植活動
・校友會正式成立，聯絡畢業校友，維繫情誼，回饋母校
・四至六年級同學參觀深圳沙頭角中英街，實地考究中英街的歷史
・與青衣島上六所幼兒學校合作，舉辦「親子種菇班」，推廣有機種植
・舉辦「狗教授」活動，增加學生學習英語興趣
・與馬鞍山循道及天主教博智小學合辦教師專業發展日，以「腦科學為本」
(Brian-Base Learning) 培訓教師的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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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頭角中英街，考究歷史

參加「智激校園」的演出

2011
・學生參加香港無線電視台「智激校園」演出
・獲教育局撥款 50 萬，推行英語閱讀計劃
・參加小童群益會的「社區減廢先鋒計劃」，
定時收集廚餘，製作有機肥料
・舉辦常識科技日活動，提升學生學習科技的興趣
・帶領學生出席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禮活動，
培養愛國情操
・與理工大學及青衣區內四所小學合辦
「健康生活傳社區」活動，推廣健康生活的訊息
・參與香港無線電視台「問問 Master Joe」的演出，
鼓勵同學發掘探究精神
・校友會於學校舉行盆菜宴，校友們踴躍參與

出席五四升旗禮，心繫中華競步前

校友會畢業同學聚首歡宴

親子園藝種植計劃啟動禮

參觀廣東省梅州，向長者請益
・ 與區內四間幼稚園合作，開展「親子園藝種植計劃」
藉社區田園的模式，推廣「綠色」環保精神
・實踐多元學習的理念，師生同往廣東省梅州交流學習，
體驗客家人的文化、歷史和風土人情
・中山市教育局官員訪校，交流辦學經驗
・李樂詩博士蒞臨本校，為學生講解南北極的近況
・首辦《視藝文化日》，並邀請區內的幼稚園家長及師生參加，
推廣傳統手工藝製作
・首次與靈糧堂怡文中學合作，舉行年宵攤位義賣活動。
得家長教師會鼎力支持，活動非常成功。所得款項用以捐助
「微笑行動」，幫助國內有需要的人士
・舉辦「書包也瘦身」活動，關注學生的脊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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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視藝文化日讓區內幼稚園學生發揮潛能

2013
・舉辦「台灣環保之旅」海外學習活動，師生同往台灣考察，瞭解
當地的環保建設及理念
・參加「至『營』學校認證計劃」，透過在校園內執行各項促進健
康的措施，本校獲衛生署嘉許為「至『營』學校」
・英語話劇組同學參加英國文化協會舉辦的莎士比亞英語話劇
《馬克白『給知心人』》演出，大獲好評
・成立「綠色小組」，推廣環保精神，師生同遊長洲，瞭解長洲在
文化保育方面的建樹
・首次舉辦「膠樽回收」比賽，學生積極回應
・香港無線電視明珠台訪問本校，拍攝有關學校電子學習的現況
・本校積極推行電子教學，由本校老師、家長合作開發的數學教育
軟件，在參加全港性的 App 教育軟件比賽中，獲得優異獎
・校友會舉辦青衣回歸徑漫遊及聚餐，獲得不少校友的支持、出席
・透過教師培訓及專業考評，學校獲得「安心校園」的認證

本校師生與台灣的同學們聯誼交流

2013 年至營學校認證計劃頒獎禮

英國文化協會總監訪校

2014

在新加坡的校園內學習

・師生及家長參加由國家旅遊局主辦的「深圳惠州
環保教育考察團」，加深對國內各項建設新知的瞭解
・舉辦「新加坡英語體驗之旅」，由校長及英語教師帶
領學生遠赴新加坡砥礪英語，並瞭解異國風情
・設立「環保室」，除展示漁農自然護理署所捐贈的瀕
危物種標本外，更利用相關的標本向學生傳揚愛護
自然的訊息
・全校師生參加在科學園舉辦的「創新科技嘉年華」
活動，理解現代科技新知，培養學生探知能力
・參加「仁濟醫院綠色校園暨環保教育計劃」，推行
多項環保減廢活動，以增強學生的環保意識
・仁濟院本德育及公民教育啟動禮於本校舉行，由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主禮
・舉行海洋公園戶外學習日，全校師生以主題公園為
教室，實地學習環保知識
・舉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日，擴闊學生的學習領域及視野，
領略異國風土文化

大家正進行實驗，測試水的酸鹼度
環保室內的瀕危物種午間講座之大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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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學特
色

關愛滿校園
秉承仁濟醫院「尊仁濟世」的
精神，以及趙校監以愛傳承的
善心，學校以建立關懷愛護的
校園文化為己任，為不同需要
的學生提供各種成長及學習機
會， 培 養 學 生 有 正 確 的 價 值
觀，發展全人教育。

啟發學生潛能
學校為學生提供多樣化啟發潛能的機會，讓學生建立
自信，培養主動學習、自我完善及不斷求進步的精神。
例如英文戲劇活動給與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強化他
們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表達能力。除學業成績外，學生
在各方面的比賽項目均有理想的表現，尤其是體育方
面，在 2013 年度，我校學生在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
比賽中獲得男子甲組推鉛球亞軍及擲壘球季軍；同時
在青衣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中獲取男子雙打冠軍、
男子團體亞軍、女子雙打亞軍及女子團體亞軍。除此
之外，在校際朗誦節中，同學們每年都能在粵、普、
英文獨誦項目獲取冠、亞、季軍及多項優異獎。

健康學校

學校於 2012 年成立社區有機農
莊，推廣環保生活；並舉辦不同
的環保活動及戶外學習，讓學生
將綠色精神潛移默化。在 2013
年更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為
各級學生提供不同的活動，使環
保教育成為終身學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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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篇

環保教育

校 情 介 紹

學校每年都會參加衛生署口腔
健康教育組的「陽光笑容滿校園」
計劃。並於 2013 年獲衛生署及
教育局的「至『營』學校」
認證、「安心校園」認證，以及
連 續 三 年 榮 獲 sportACT 獎 勵
計劃「活力校園獎」，
成績驕人。

多元化課程

小六全面實行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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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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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互動，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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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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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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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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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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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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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效能。
，發展電子教
點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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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基礎。
•以數學
礎知識和穩固
基
握
掌
生
學
協助
不同
要的學生推出
需
習
學
殊
特
學習、
•為有
組學習、小組
分
括
包
，
援
的支
程、朋
一新生適應課
小
、
援
支
後
課
等，提
個別學習計劃
及
劃
計
導
輔
輩
學業成績。
往
升學生自信及
2013 年首度
，
習
學
位
方
新
•鼓勵全
年前往惠州及
4
1
0
2
，
流
養
台灣交
學習活動，培
地
外
藉
。
流
品
加坡交
生觀、高尚的
學生積極的人
的世界視野。
德，以及廣闊

•申請賽馬會基金，
全
校免費參觀海洋公園
及
進行學習活動，強化
學
生對稀有動物的認識
及
提高環保意識。
•優化課堂教學：透
過共
同備課、同儕觀課、
觀
課後的討論交流等，
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善用小班教學的優勢
，
以多元化的教學活動
和
評估，加強師生及學
生
之間的互動。培養學
生
的共通能力、價值觀
和
態度，並促進學生主
動
學習。

專業支援伙伴

校 情 介 紹

現況篇

•參與優質教育基金的戲劇教育計劃
•參加世界自然基金會 STEP 可持續發展計
劃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加入支援自閉症學童
計劃
•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內地語文老師教學支
援服務」計劃，
強化教師教學策略及效能
•參與教育局的中文科、數學科及英文科學校
發展組的支援計劃
•成功申請內地與香港教師數學科交流及協作
計劃
•獲語常會五十萬元撥款資助，提升小四至小
六英文閱讀及寫作的能力
•獲仁濟醫院兩期「提升學生成績」計劃共六
十萬元撥款
•推行「悅讀悅寫意」中文科教育計劃

家校合作

及舊生
，翌年加入家長、教師
會
董
校
團
法
立
成
年
7
•200
意見，改善教學環境。
成為校董，為學校提出
師會每年有
動計劃資助，令家長教
活
作
合
校
學
與
庭
家
請
•申
親子旅行、
得以舉辦一些活動，如
，
貼
津
動
活
及
貼
津
常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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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水仙花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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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活
子
親
辦
籌
校
學
助
•家長教師會協
語會話班等。
素描班、乒乓球班及英
券、
活動，如賣旗、慈善獎
善
慈
辦
籌
校
學
助
協
會
校的
•家長教師
攤位等，讓學生發揚我
宵
年
及
賣
義
福
祈
春
新
慈善行、
服務社會。
善心，增加學生自信，
辦的各種
活動，透過參加學校舉
校
學
與
參
極
積
會
。
師
教
•家長
溝通，支持學校的發展
的
此
彼
強
加
，
會
晚
長
講座、工作坊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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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要讓學生在真
本 校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強
學 習。 這 些 切 身 體
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
掌握一些單靠課
驗能夠令學生更有效地
習 目 標。 它 為 學 生
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
際 體 驗 中 學 習，
創 造 機 會， 讓 他 們 從 實
化 的 社 會 中， 實 現
這有助學生在不斷變
終身學習的能力。
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
參加仁濟慈善行

參加中學數學比賽

參觀水之源教育中心

參加科技活動

參加挪亞方舟活動
參加圖書活動
參觀歷史博物館

到內地惠州考察

參觀巧克力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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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交通安全城

現況篇

參觀文化博物館

全方位學習

參觀科學館

參觀濕地公園

參觀馬術學校

參觀自然教育中心

參觀飲品廠

參觀青衣公立圖書館
小六畢業教育營

參觀香港公園

校內講座
海洋公園戶外學習
英語趣味日

參觀薄餅屋

現況篇

全方位學習

跟狗教授學英語

親子旅行

認識公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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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文化日

中文科

• 一至六年級全面推行普通話教中文，透過多元化的
活動，例如普通話歌曲點唱、普通話天氣及新聞報
道等，提高學生的普通話溝通能力，並藉此加強學
生寫作能力
• 以「閱讀」帶動語文學習，透過早讀課、廣泛閱讀
計劃等活動，提高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增強學生的
閱讀、理解、及分析能力
• 參加「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在內地
專業語文老師的協調下，教師們共同備課，優化課
堂的教學設計及活動，提升教學質素及效能
• 獲得教育局的專業支援，由教育局的語文教育組派
員到校，與教師進行同儕觀課、經驗交流及分享，
推動教師的專業發展
• 按照學生的能力及需要，設計不同程度的課業；並提
供多元化的機會，展示學生的作品及才能

老師分組集體備課
學生投入參與閱讀分享

語文活動樂趣多
內地駐校曲老師午息講故事

英文科
Teachers take part in
the Halloween Activity

Interesting English Board Games

學 科

Guided Reading at the Park

orridge
Makin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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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篇

• 本校聘有外籍英語教師，並設有英語閱讀室及外籍
英語教師教學室，積極推動英語學習
•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本校參加了不同的英文科
課程發展計劃，優化課堂教學
• 本校與教育局 NET Section 合作，在一至三年
級推行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讓 學
生在豐富的語言環境中學習英語閱讀及寫作技巧
• 在四至六年級，本地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共同備課
及協作教學，設計校本英語課程
• 舉 辦 不 同 的 英 語 活 動， 如 Halloween Fun
Day、English Fun Day、Professor Paws 及
Drama 等，讓學生在愉快及有趣的環境下學習英
語、實踐英語
• 配合社會趨勢，發展電子英語教學，以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並照顧個別差異，拔尖補底

數學科

• 以引起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為教學宗旨，誘導學生理解及掌握
數學的基本概念和計算技巧
•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多思考、多動手、多討論、多發
現數學的規律及趣味
• 由教師自編教材，針對學生的難點，加強學習
• 獲辦學團體特別撥款三十萬，提升學生數學科成績
• 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支援網絡計劃」邀請內地數學專業教師與
本校數學科教師共同備課及交流教學策略心得
• 在開拓及豐富學生學習視野及經歷方面，我們鼓勵具潛質的學生
接受奧數培訓，並參加公開的數學比賽，包括：奧數比賽新南威
爾斯大學國際聯校數學評估及比賽等，也取得了優良的成績
• 本科是學校最早引入 iPad 為學習媒體的科目，2012 年開始發
展校本學習軟件，並榮獲公開比賽的獎項

一起研究立體圖形

運用 iPad 學習樂趣多

開心上數學課
決難題

六年級學生利用排水法解

專題研習匯報

常識科

• 本校常識科著重探究式學習，透過與日常生活有
關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和科學精神
• 透過科技日，讓同學實踐科技探究的精神，引發
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並發展其知識和技能
• 透過各級的專題研習，把學生的已有知識和技巧
重新綜合，並透過進行特定的活動，使學生能自
主地建構知識，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
• 安排不同的參觀和到校活動，讓學生有多方面的
學習經歷，累積不同的學習經驗，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態度

現況篇

實地到公園學習「公園」

視覺藝術科

學 科

• 本科著重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讓藝術融入
生活中
• 透過多樣化的活動、製作，幫助學生認識美術
的元素，發展藝術創作的基本技能
•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發展創造力，培養
美感，並擴闊學生的眼界
• 定期安排參觀活動，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
力，使他們能對藝術有所回應，認識藝術在文
化、生活及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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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多才多藝，
彈得一手好鋼琴。

我向來賓介紹
自己的得獎作品

•
•
•
•
•

參觀喜愛的漫畫大師作品展

在水上也能夠繪畫

音樂科

本科致力培養學生的創作力及想像力
課程內容以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為主
透過豐富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獲取音樂的知識及技巧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的音樂演出或比賽，培養對音樂的興趣
透過音樂藝術活動，擴闊生活層面、視野及胸襟

美化校園

利用 IPAD 學習音樂創作

笛聲悠揚。同學們聽得如痴如醉。
港樂到校表演，同學有幸
擔任指揮，樂無窮。

體育科

運動場上獲獎的喜悅

青衣區校際乒乓球比賽大豐收

學 科

努力向前衝！
參與「青衣區小學校際運動會」
健兒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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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篇

• 師生積極推廣體育活動，在早會前全校一同進行早操
• 通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講座、展板介紹等，讓學
生更全面及立體化地加深對體育運動的認識
• 舉辦校內活動及比賽，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參與機會，
增加學生對體育活動的興趣
• 透過不同類型的獎勵計劃，如「學校體適能獎勵計
劃」、「sportACT 學生運動獎勵計劃」、「香港學
生運動員獎」等，鼓勵學生在課餘多參與體育活動，
讓學生得到全人發展
• 聘請校外教練，為有潛質的校隊運動員進行訓練，並
鼓勵及安排學生參加校外運動比賽，激發學生在運動
方面的潛能

二年級同學創造的神奇動力車

研習校舍太陽能發電設備

及
技
科
訊
資
電腦科

當守
使用資訊科技設備的適
• 本科以培養學生建立
資
法及態度，使其成為有
則，了解正確的使用方
訊素養的人為目標
的基
學生具備應用資訊科技
• 學校課程內容在協助
輔
用各種軟件或平板電腦
本知識和技巧，以便使
助學習
自學
訊科技學習，培養學生
• 會透過不同形式的資
力
達
生的溝通能力、表 能
的能力和態度，加強學
資訊科技的信心
和創造力，並建立使用
資訊
及比賽，加強學生運用
•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
個別差異
科技的水平，並能照顧

現況篇

親子智多 fun 活動

海洋公園數碼遊蹤，活用資訊科技的活動

學 科
同學與校長在香港科學園的「金蛋」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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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帶動學習

課外活動

興趣小
分為星期四下午的
要
主
動
活
外
課
校
本
六上午舉行的課
期
星
及
午
下
五
期
組，與及星
元的學術、體藝活
多
供
提
。
類
大
兩
後活動班
均衡的身心發展，
到
得
能
使
，
加
參
動讓同學
能。
建立自信，發揮潛

課
後
活動

班

串珠手工藝

素描

LEGO 機械人電腦

摺紙班
拉丁舞
童軍競技日獲獎

國畫

趣味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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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活動

趣味數學

現況篇

高效記憶

興
趣

小組

英語話劇

乒乓球
古箏

中國武術

園藝組

校本活動

現況篇

牧童笛

羽毛球

跆拳道

東方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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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師合照（2013 ﹣ 2014）

各班合照（2013 ﹣ 2014）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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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2B

3A
55

4A

5A

6A
56

教師及家長心聲
遼寧省實驗學校 曲聖

黃港嫦老師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是一所外在樸素而內斂，
內蘊豐實而厚重的學校。學校憑藉開放多元的辦
學模式，豐富獨特的課程設置，精彩靈動的特色
活動，營造出繽紛多彩的校園之風，博學儒雅的
書香之韻。願這裡永遠是教師與學生和諧快樂的
精神家園。

不經不覺在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已八個年頭了。
回想剛入趙小任教時，戰戰兢兢，恐怕不適應新環
境。尤其是新的挑戰 --- 用普通話教中文，但經校長
及同儕的鼓勵與幫忙，很快便投入新工作。
趙小這個大家庭，同事如兄弟姐妹般相處融洽、互
相幫助；學生活潑可愛，討人喜歡。希望趙小繼續
春風化雨，培育人才。

When I first joined YCH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in 2013,
little did I realize that I’ll be celebrating its 25th year anniversary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How exciting! I’m so honoured and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school’s history.
I love teaching here. There are so many fun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get to experience.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for instance,
some P4-P6 students visited my home country, Singapore. It’s
very heartwarming to see them discover new things and travelling
independently at such a young age. As they say, the world is a book and
those who do not travel only read a page.
Our P2 students enjoyed going to the Science Museum. Hands on
activities are always the best way to learn something new. My favourite
activity this year was taking the P6 students to a chocolate factory.
That was so much fun! My own childhood dream came true!
I hope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progress and make learning as fun
as possible. As Mahatma Gandhi once said,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Learn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Lots of love always,
Madam Nani (NET)
Suhaini Delion-Anuar

杜鈺笙老師

曾慈輝老師

「杜老師 !」每天踏入學校時，總聽到學生們從
遠處叫喊著，突然令我醒覺到我從這學校的一名
初出茅蘆的小個子，不經不覺地變成在小孩子心
目中的教師，趙校給我教導他們的機會，也多謝
各位同事的支持，這次我很開心有幸可以參與趙
校的銀禧紀念活動，學生們從小一的小個子慢慢
地長大，他們活潑可愛的笑容，永遠令我忘記所
有教學上的疲累，我希望每一位同學每天也能開
心活潑地成長，迎接未來的挑戰。

趙校二十五歲了，學校師生關係融洽，已建立起
一個關愛校園的文化，亦提供了許多途徑，讓同
學們發揮各別的才能，在校園愉快地學習。而我
在趙校已任教了二十一個年頭，看見同學由一年
級的脫掉牙齒時期，到畢業時在禮堂唱出《良師
頌》，再收到中學轉來熟悉的學生升讀大學的訊
息，心裏便有說不出的喜悅，祝願同學們都有美
好的前程、幸福的生活！

羅梓欣老師

林耀華老師

來到趙曾學韞小學已是第八個年頭，眼見學校及同
學們在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作為學校的一份子也感
到驕傲。看見同學們每天都掛着燦爛的笑容回到趙
小這個大家庭，心裡也不由自主地溫暖起來；看見
他們由傻頭傻腦的小小人兒，漸漸長大，成了一個
明曉事理、落落大方的未來棟樑，心裡感到非常安
慰。
身為人師，願以微小而又真摯的心建立一個愉快的
學習好環境，讓每名學童留下甜美難忘的童年回
憶。

「沒有陌生人的世界」是趙校給我的第一個印
象。校長與同學們無分彼此，一起在花園玩遊戲。
在校園栽種出的蔬果，老師會與同學分享。無
論你是哪一級的同學，都能認識到身旁的師兄師
妹。而高年級的學長，亦很願意隨時為學弟妹們
提供協助。全校打成一片，這不正是一個溫馨大
家庭的寫照嗎？
常言道小學是孕育生命的工場，而我則覺得趙校
是孕育生命的樂園！適逢銀禧校慶能加入趙校，
真的深感榮幸。期望大家能時刻保持童真，把愛
傳遍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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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麗娟老師

陳慧蓮老師
「春風化雨」是老師的天職、是使命 ? 我認為是
老師的一顆心。老師是一位工程師，面對的工程
是「人」。校內的工程五花八門，每項「工程」
所需的素材都不同，一些要嚴厲、一些要關心，
一些要包容……做好這份工，談何容易。我很佩
服校內的每一位老師，他們擁有用之不完的素
材，來孕育每一項「工程」。身為一份子也沾了
不少的光彩，真幸運。

不經不覺我在仁濟醫院院屬學校服務已達二十一
年了，剛也取得了二十年長期教育服務獎，感到
十分高興！
我在趙小任教踏入第十七個年頭，雖然這段教學
日子不斷給我新的挑戰，但當中有許多美好的回
憶，這種喜悅實在難以形容；同時，在這光輝的
日子見證了十周年和二十周年校慶，老師和同學
們付出不少時間和心力，每次都是十分精彩的。
很快又到銀禧校慶了，衷心希望趙校二十五周年
校慶一樣那麼精彩！

王浩偉老師

張珮文姑娘

看着小孩子們一天一天地長大，身心都得到健康的
發展，同學們由小學一年級的天真笑顏，到後來帶
着自信的眼神畢業，各奔前程，追尋理想，創造他
們各自的未來，作為老師的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趙小過去二十五年一直匡扶著孩子們的成長，成就
他們的未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內心的喜悅是我作
為趙小的一份子所獲得的最大回報。

不知不覺間，在趙小擔任學生輔導人員已經有四
個年頭，當中實在百感交集：甜的是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輔導下，看見學生的轉變和成長；苦的是
在輔導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在我心目中，
趙小是一所充滿愛心的學校。在校園內，經常看
到一張張展露笑容的臉，聽到一陣陣歡欣的笑
聲，這些都成為我的動力，讓我更堅強面對工作
上的挑戰。

愛的根源 張寶蓮老師
「1、2、3 ……」數數手指 …… 呀！原來時間在無聲無息地、悄悄地溜走着。
荏苒時光，不經不覺地本校已踏進了第二十五個年頭，而二十多個七月也伴隨
着光陰逝去。
七月是個既歡欣，又感歎的月份。驪歌高奏，六年級的學生畢業了。縱然萬般
不捨，都是徒然，他們仍須踏進人生的另一個學習階段。回想 …… 他們剛踏
進校園時，稚嫩的臉上流露出茫然、不安；但很快的，他們與老師間的隔膜被
呵護、包容及體諒所消弭。他們期盼着每一天上學的日子，與老師、同學們打
成一片。「嘻嘻！哈哈！」聲不絕於耳，校園裏洋溢着歡欣與融洽。
「張老師，我可不可以擁抱你一下？我真的十分想念你啊！」雖然，只是輕輕
的一下擁抱，卻勝過萬語千言。它不僅讓我體會到學生對老師的一份真摯感
情，更感受到說不盡的愛與深情在其中。差不多十年的離別，使她們的回來變
得珍貴非常，更讓我欣喜不已。令我感動的是 － 畢業的別離並沒有把彼此的
關懷、愛護帶走，卻原來愛的種子早已在孩子們的心中發芽、生根、茁壯地成
長，把大家無形地連繫在一起。
「我們回來探你呀！」、「我們答應過一定會回來探望你的。現在，大家回來
了！」、「你有沒有掛念着我們呢？」…… 這些話語經常縈繞在我的心中、
腦海內。 雖然只是片言隻語，卻成為我努力工作的原動力，更讓我明白：只
要能用真心去愛惜、包容、體諒及呵護每一個小孩子，全心全意地為他們付出，
縱然是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他們自能心領神會，盡在不言中的。
我深信，不單是這 25 年，未來的 30、35、40 ……年，每一個小孩子都
會在愛的孕育下成長，他們不但愛護同學、敬愛老師，更會常常心繫着這片散
發着歡聲笑語的校園。

梁羽彪老師
“春風化雨，愛灑校園。”作為一名在趙校服務
多年的老師，雖然每天都接受著來自不同需求與
教育願景的學生們提出的挑戰。但在不懈的堅持
與努力中，我們看到了孩子們的獨特之處得到了
發揮，他們的智慧得到了啟迪，幼小的心靈得到
了喚醒，我們的內心就會油然而生一種欣慰與自
豪。
我相信，他們今天在這裡快樂的成長，明天就會
在社會中成為一個正直有為的公民。他們就是我
們的驕傲！

陳瑞萍老師
每人的校園生活都是其生命中重要的時刻，能夠
在一所充滿愛、歡笑的學校中成長是何等的幸
福。趙小的大家庭就是一個很多愛，很多包容的
地方。這裡的學生常常都笑臉迎人，樂意為老師、
同學服務，更會照顧幼小，因他們都在愛中成長。
有時我在教學上遇到困難，只要看一看他們天真
的臉，心裡的煩躁也即時得以舒緩，他們的影響
力可不少啊！希望這裡的同學都能享受校園的生
活，珍惜學習的時間，互相扶持，一同走過人生
中的一段精彩旅程。

唐佩鳴老師
時光飛逝，趙小已昂然踏入二十五周年，而我加
入這個大家庭也差不多九個年頭了。趙小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校園環境優美，四周綠樹林蔭，這
裡正是一塊好土壤，讓小孩子能愉快地學習。同
學們每天上學都充滿歡笑聲，即使是年紀小小的
同學也懂得用言語、用行動去愛校長，愛老師，
愛同學，這正是「關愛校園」的見證。在這裡，
我更深深感受到同工們群策群力，家長們積極的
鼓勵及支持。在此祝福趙小能邁向更新的領域，
不斷創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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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碩健老師
陳逸朗老師
雖然只是第一年在趙校任教 , 但友善的校長和同
事 , 可愛的學生令我很快適應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我們的學校的規模雖然不是很大 , 但正因如此 , 所
有教職員之間的關係更融洽 , 老師與學生的關係
更親密。
趙校創校已二十五年 , 剛巧我也是二十五歲 , 很高
興能夠參與其中 , 希望所有人也能盡自己最大的
努力 , 為趙校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 以迎接五十周年 ,
甚至一百周年。

從 1993 年加入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轉眼
已經踏入第二十一個年頭了。在這個大家庭裏，
教職員工相處融洽，學生天真爛漫，順良受教，
令我感到在這裏工作十分開心。
回顧多年，畢業生有很多，現在很多舊生回到母
校探望老師時，有些仍在中學或大學就讀；有些
已經出來社會做事，貢獻社會。這也是我當一個
老師獲得最珍貴的回報。

黎雅穎老師

潘寶葉老師

不經不覺加入趙小這個大家庭已經三年
了，很喜歡這裡的學生、家長與老師間所
保持的融洽關係，當中充滿愛心與關懷。
同學們每天都過著快樂的校園生活，看
到同學們的身高和智慧一天一天地增長，
內心十分欣慰。期望趙小於未來的日子，
繼續春風化雨，創造更多的二十五年！

在忙忙碌碌的日子中，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間
來了趙校已經兩年了，學校給與我很多機會嘗試
不同的工作，因為有很多工作是以前從未曾接觸
過的，例如訂購學生書籍、安排境外交流等，對
自己是一種挑戰，幸好在一班很好的同事協助
下，現在已經能夠應付自如。同時，學校亦面對
很多不同的考驗，相信在老師們的熱心推動下，
學校在未來的歲月裏，定會更好和更進步。

陳潔盈老師
小時候，我在青衣長大，在青衣讀小學，第一次
當實習老師，也是被分派到青衣的小學，我與這
個社區有著不解的緣份，所以當我去年第一次踏
入位於青衣的趙小時，便有著一份莫名的親切
感。
趙小的校舍雖小，師生人數不多，但正因為這樣，
不同年級的同學也能互相認識，校長、每位老師
幾乎都能喊出校內每位學生的名字，學校實實在
在的猶如一個家，這份感覺是以往我在其他大校
工作時所找不到的。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已
踏入二十五週年校慶，首先祝賀學校生日快樂。
小兒智健是在一年半前由幼兒園的袁老師介紹入
讀，由於趙校是小班教學，資源充足。
二年級轉入貴校就讀後，今年已是三年級了，因
小兒天生有言語障礙，在相關領域的學習上比不上其
他同學，幸好得到各科老師們的悉心教導和學校給予
他適當的調適，他的成績比以前大有進步。
我覺得趙校的校長和老師都很和藹可親，小兒也
很喜歡在這裏學習。

歲月如梭，我與趙校也一起度過了十一個寒暑。回
想起孩子們剛入讀的情景，那時滿臉稚氣和無知的他
們轉眼間在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和呵護下逐漸成長。幸
好有趙校及一群愛護新生的良師，我的兒女才能成為
破繭的蝴蝶，準備好為更具挑戰的將來振翅高飛。
即將畢業的兒子，即將離別的校園。回憶起在趙校
這些點點滴滴，每一段的往事都是難忘的。親子旅行、
親子義賣、擺賣年宵攤位……這些珍貴的回憶，把我
與孩子的距離拉近，變得更加親近。
多謝趙校，多謝這個孕育出可愛和純真孩子的地方；
多謝這條連接父母和孩子的彩虹。
最後，祝趙校生日快樂並且繼續孕育出一朵朵美麗
的太陽花。

嚴富明 (3A 嚴智健父親 )

楊彩虹
( 家長教師會主席及 P.6 嚴俊華母親 )
人生有多少個廿五年？
跟趙校拉上關係已經有四個寒暑了！
回想最初為大兒子選擇小一的時候，也像很多時下的家長一樣
去投考名校，同時也參觀了青衣多所小學。最後，選擇趙校的
原因，除了欣賞校長及教師團隊對學校及教學的熱誠之外，還
被當時趙校學生的單純有禮及天真笑容所吸引。
心中突然聽到有聲音說：「求學不只求分數，也要有一個好的
學習氣氛。這所學校就是了！」
今年，小兒子也入讀趙校了，看見兩兄弟一齊上學。感恩他們
有一所充滿愛心的學校。
祈望他們不會怕上學，能在沒有太大壓力下，開心快樂地成長，
有一個美好的小學回憶。
最後！在此祝趙曾學韞小學有更多的廿五年！繼續作育英才！

林耀富 (5A 林天頌 1B 林添樂 父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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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畢 校友感

言
陳悅心校友 2000 年畢業
回想自小學畢業至今已有十餘年，當
年母校仍分為上下午校、星期六的長短週，
而我所就讀的六年小學均只得一班別，因此同學
們彼此相熟，生出了眾多趣事、調皮事。而更難忘
的莫過是參加小童軍、幼童軍，還有加入園藝組、朗
誦隊、合唱團、排球隊…現在想來實在是非常豐富的
校園生活呢！感謝母校，榮幸多年後更有機會以校

鍾卓欣校友

2013 年畢業

友和社工的身份到母校作共融教育講座，看著眾

因為我是在二年級的時候轉來的，所以我
在趙小讀了五年。在這五年裏我過得很開心，識
了很多朋友。轉眼間我已經差不多離開了趙小一年，
現在老師們都很像我們的朋友一樣，一直有聯絡。每當
回想起老師用心的教導，上課時的情境都會不自覺地笑起

多小學弟妹，莫名悸動，相信他們在母校的
護蔭下也會茁壯成長。在此祝賀母校廿
五周年快樂、有教無類、
作育英才！

來，不論是老師或是同學，我們之間都充滿很多回憶。真
的很懷念以前小學的生活，很想再試一次在小學上課。升
到中學才發現，原來小學是最開心的。說實話，有時候
班主任真的好像我們的父母。
我好榮幸可以寫這篇感言，在此，我想再一次感
謝校長、每一位老師、書記以及校工，老土說

葉詠希校友

2012 年畢業

一句，沒有你們就不會有我們。希望各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而我亦離開趙

位 師 弟、 師 妹 繼 續 加 油。 25

曾學韞小學兩年了。回想起來，在母校的

週年快樂！

日子真的很難忘，是我在成長的過程中，一
段非常重要的回憶，教導過我的老師、一起學
習的同學，都是我愛的一份子。回校探望的機
會不多，看見張寶蓮老師的時候，我又很感
觸，她是一位寬容大量和仁慈的老師，感
謝她的悉心教導！在此祝母校生日快
樂！繼續栽培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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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儀

1994 年畢業

校長 , 老師 , 校友 , 學弟妹 , 大家好 !
我是下午校的第一屆畢業生。1991 年我和家

胡國賢

2013 年畢業

人搬到偉景花園，我便和弟弟轉校往趙小就讀四年級。
那時最高級別就是我們唯一的 4A 班，班中只有十多人，
我們獨佔六樓全層。隨著偉景花園居民相繼入伙，我們畢業時

離開趙小升上中學已一整年了，從外表
上看，也許會覺得校舍有點兒舊，亦可能覺

共有 32 人。
由於學生和老師都不算多，同學之間和師生之間關係密切，感情

得校舍有點兒小，但老師們卻對我們嚴而有

很好。我在趙小度過了快樂的校園生活，十分感謝老師的愛和栽

愛，同學間則互相扶持。藉著這股正能量，

培。我們一班同學每年也有一次相聚，總回味著那些年的校園趣

大家都能愉快地學習，回首小學六年

事。
現在我成為了一位小學教師，兩次因為工作遇上當年的唐佩

來的生活，真使我十分留戀！

慈老師和黎德貞老師，現在她們也分別成為了校長和副
校，可喜的是老師依然記得我這位乖學生呢！最後，
祝母校 25 歲生日快樂！校長，各位教職員、
家長、學弟妹，身體健康！

黃梓彤
2014 年畢業
歲月如梭，轉瞬間兩年光陰飄逝而去。
從第一天踏入這間黯然沉重的學校，直到
離開這所耀眼生動的校園，當中充滿著多少趣
緻和難忘的事。在老師的悉心教導下，我們學
到了許多知識，懂得了許多處事做人的道理。可
是，好景不常，昔日刻骨銘心的校園生活，終
於和我們道別，但我相信我們深厚的友誼將會
永存在彼此的心中。讓我們懷著感恩的心，
輕聲地說一句「再見」，讓奪眶而出
的淚水洗去我們的不捨，開創新
的未來……

汪翠盈 2012 年畢業
回憶舊日的小學生活：老師們，我衷心地感
謝您們，謝謝您們在這六年的悉心教導。
在這六年裏，您們教導我怎樣去思考，爭取知識和學
習禮義。您們付出休息時間去教導我、給我補習，糾正
我的錯處。您們在我犯錯，情緒低落的時候，提醒我，勉
勵我和鼓勵我。您們的多番勉勵，燃點了我的生命，令我
堅強，勇敢地面對艱難和挑戰。
在六年的小學生涯中，您們所說的每一句勸勵的說話，我
都會刻骨銘心，牢牢地記著，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感激您們 — 我的再生父母，老師啊！您們栽培了
我，教導了我，孕育了我的智慧。我歌頌您們，
祝願您們身體健康……我們的師生情誼是永
遠不變的！

陳智林 2014 年畢業
這裏，有我色彩繽紛的童年，有我深
厚的情誼；這裏，憧憬了我的未來，充滿
著數不盡的難忘回憶。這裏，就是我的家，
內有無微不至的關愛，亦有充滿著正能量的鼓
勵；這裏，給予了我知識，教會了我許多的道
理；這裏，有我依依不捨的教室、一草一木、
一磚一瓦；這裏，有我敬愛的老師，有親切
的校工；這裏，有我那麼可貴的友誼，
有我那麼捨不得離開的理由。這裏是
甚麼地方？這就是我的學校，
我的另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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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樂謙
2006 年畢業
小學，一個小小的我學習的地方。闊別
多年，我站立於社會中，為生活打拼，亦不
忘當年所學。
小時糊糊塗塗，說不上是一個良好的學
生。從小一到小五的成績都只是緊緊合格，幸運
升班又一年。小時玩樂主意，懶散貪玩，成績當
然一落千丈。幸運地遇上了一個又一個良師，
感激的是他們將我從崖邊救回，可惜是如今
經已物是人非。
離校多年，只願學校老師
能薪火相傳，作育英才。

顏卓瑤 2014 年畢業
歲月無情，一眨眼，六年的小學生活便過去了。
看著紀念冊內與我「並肩作戰」了多年的「戰友」
所給我的祝福，便令我鼓起了勇氣去迎接未來的挑戰。
看著師長們寫給我的每一段勉勵的說話，更令我能夠從挫
折中尋回自我。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與我玩樂了六年的摰友，
更不會忘記每次總是會在我背後默默支持我的老師。
謝謝您們送給了我既甜又酸，亦苦亦辣的回憶。回想起趙校

麥肇麒

生活的點點滴滴，大家曾一起哭過，一起笑過，這些回憶

2001 年畢業

真令人回味一輩子。臨別依依，希望母校可以繼續培
校長、各位老師、家長、校友，各位同學：

養出更多傑出的學生。為了報答母校的栽培，我

大家好！我是應屆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友會

衷心希望將來可以好好地回饋社會。

主席麥肇麒，校友會成立至今，校友數目不斷增加，實
有賴各同學及舊生的積極參與，以及校長與一眾老師的功
勞，每年校友會都會舉辦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邀請各屆校
友參與，目的除了可讓各校友老師聚首一堂，提供相聚的平台
外，更可藉機會認識各屆畢業的校友及了解學校的發展方向。
最後，我認為校友會就像是各校友的大家庭，希望大
家都能珍惜這種相聚的緣份，無論大家畢業後繼續升學還是
就業，都能於百忙中抽空 “回家” ，回到趙校這個大家
庭，參與校友會舉辦的活動！好讓彼此呼朋引伴，重

黃偉信

2014 年畢業

拾那些年於趙校的美好回憶。
祝各位 身體健康！

我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來到趙校這個大
家庭的。回首當初，面對陌生的環境，心裏
真有點忐忑不安，幸好身邊有一群好同學關
懷著我，使我慢慢地適應了下來。

嚴俊華
2014 年畢業
光陰似箭，回望我們在一年級的時
候，同學之間由互不相識至建立深厚的友
誼，一起學習，一起生活，互相扶持，互相
鼓勵，但時間卻把這一切一切都帶走了。在
六年級的畢業典禮上，我還代表畢業班同學
致惜別辭，當時的我真是既緊張又興奮。告
別小學生活，是人生道路上，一個階段的
終結，但亦代表著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我衷心期望大家都有一個美好的
將來，成為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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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年來的趙校校園生活，多謝一班好同
學的支持與關愛，使我能愉快地享受
校園的生活，我由衷感謝您—我
的母校。

校慶活動比賽優勝作品
校友創作

劉海欣（2001 年畢業）

學生創作
高級組

冠

五年級梁嘉希

亞

季

六年級顏卓瑤

四年級江芷熹

學生創作
初級組

冠
一年級郭成晞

亞

三年級嚴智健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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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林主恩

校慶活動比賽優勝作品
冠

1B 郭成晞
仁濟趙校耕耘廿五載，
師生攜手互勉迎未來。

初級組

亞

季

1B 劉沚桐
尊仁濟世廿五載，
齊心合力創未來。

2B 鄭曉茵
年，
五
廿
才
英
育
培
前。
向
邁
步
闊
心
齊

高級組

亞

5A 黃靖文
英 才。
育
作
，
校
趙校趙
人材。
就
成
，
育
教
優質

6A 顏卓瑤
趙小創校廿五載，
作育英才為未來。

季

6A 張峻豪
培後進，求突破，
廿五年彈指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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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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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
冠軍：2A 李綵翎
我在趙校上學快一年了，我
很喜歡這裏的老師和同學。老師
們很關心和疼愛我，教導我很多
課堂的知識和新事物，所以我很
感謝他們。我也認識了很多新同
學，有幾個更是我幼稚園時的同
學，我們很喜歡在小息時一起玩
耍和分享食物。
校園的花圃裏種了很多美麗的
花朵，亦種了不同種類的蔬菜和
水果，曾老師送了紅蘿蔔、白蘿
蔔及木瓜給我，我拿着回家感到
很開心。
我很開心能在趙校上學，希望
趙校有更好的發展，師生樂也融
融。
祝學校銀禧紀念快樂！

亞軍：1B 劉沚桐
在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裏的校
園生活真的很愉快。
每天我都享受着學習新知識及與
同學們分享小食的愉快時光。
有一次，因家住大廈的電梯停止操
作，令我遲到了，我害怕得哭起來，
可是回到學校後，老師們不但沒有責
罰我，還不停地安慰我，令我真的很
感動。
從此，我會更努力學習，報答老師
對我的關懷和愛護。

季軍：1A 林主恩
新學年的開始，我就帶着好奇的心情邁進這
盼望已久的校園生活。我最喜歡操場，操場是
小息的好地方。小息的操場熱鬧非凡。有喊叫
聲、有笑鬧聲，此起彼伏，像開演唱會一樣。
同學們盡情地玩，每個都很開心。學校還有好
多好地方，我就不一一介紹，歡迎大家來學校
參觀。我喜歡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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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4A 江芷熹
趙曾學韞一個香港人熟悉的名字，
而趙曾學韞小學是一間作育英才的小
學。校園內有花草樹木，也有籃球場。
同學們有時在操場奔跑，有時在玩遊
戲，有時在排隊買東西吃……
兩年前，我叩門入這間學校，校
長當時說：「人數已滿了，你等我的
回覆吧。」在這漫長的日子裏，鈴鈴
鈴……電話終於響起了，哦！原來校
長叫我去註冊，我開心極了，感激校
長給我機會融入這大家庭 ( 趙曾學韞
小學 ) 。
新學期開始了，我也很快適應學校
的生活環境，認識了很多新同學，大
家相處都很融洽。在學習上，經過老
師的教導和職工的關懷，令我漸漸成
長和進步。
記得第一次的測驗，真令我不可思
議，我得了第三名，立刻把這成績告
訴爸媽，讓他們和我一起分享這份喜
悅。現在我四年級了，都能保持這名
次，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不會辜負大
家對我的期望。我很喜歡校園裏的生
活，因為這裏帶給我很多歡樂回憶。

中級組
亞軍：3A 蔡仁承
還記得去年準備升讀二年級
的暑假，我第一次來到趙曾學
韞小學面試，校長親切地跟我
聊天，還帶我到處參觀校園，
我知道我將會在這間學校有新
的開始。
來到這間學校之後，我覺得
老師們十分關心每位學生。我
最喜歡常識課，老師時常跟我
們做實驗，我很期待看到實驗
後的結果。
我要感謝校長、老師和校工
的照顧，希望未來三年，我會
有更豐富的學習，也祝賀學校
踏入新里程。

季軍：3A 洪念祖
不經不覺，我已經加入仁濟醫院趙曾學
韞小學這個大家庭將近一年了。
在這一年裏，我很感謝老師對我的關懷
和愛護，我又認識了很多好同學，老師還
時常帶我們外遊參觀，令我更喜愛上學。
此外，我很感激老師對我的包容，他們不
時會想辦法幫助我解決學習上遇到的困難，
我一定不會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努力學
習。
今年是學校二十五週年，我希望未來的
日子，學校會跟我一樣，努力向上，創造
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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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亞軍：6A 黃梓彤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
轉來這間學校已經有兩年了。在豐富
多彩的校園生活裏，我和同學們朝夕
相處，在佈滿荊棘的路上共同努力……
在這兩年裏，我們經歷了多少風風
雨雨。我們在知識的海洋中奮力拼搏，
在操場上盡情地玩耍。望着學校的一
草一木，一磚一瓦，想起快要畢業了，
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在這個「大家庭」裏，老師就是我
們的引路人；當你心裏有話卻無處訴
說時，老師就成了你們的傾聽者；當
你擁有喜悅與快樂時，老師就成了你
的分享者。老師就如雨水般的滋潤著
我們這些「小樹苗」，給我們營養，
培育我們成為「參天大樹」。
校園生活就像一條潺潺流淌的小
溪，它歡快地奔流着，時時泛起一朵
朵晶瑩的浪花。雖然我們快要和這條
「小溪」道別了，但我深信，十年後，
就算所有的回憶只是在一張泛黃的照
片裏，我也能記得一清二楚，因為我
們的感情比海還要深，比山還要高……

冠軍：6A 顏卓瑤
看 到 校 園 裏 的 一 花 一 草、 一 樹 一
木……教室裏的本子、桌子……禮堂的
舞台、音響……令我不禁流下眼淚來。
一年級的時候，我最喜歡與同學在
校園裏分享食物和聊天。每個人都會把
自已從家中帶回學校吃的小吃放到桌
子上，然後我吃吃你的，你吃吃我的，
既好像一家人在吃晚飯，好像開派對一
樣，溫馨極了！「開派對」還成為了我
們當年每天必做的事。同學們之間真像
親人！
到了三年級，我們要考一個公開試。
老師幫我們溫習，又幫我們打氣。他們
說的所有話，教我們寫在本子上的所有
知識，一生受用。老師就像將軍一樣帶
領我們去打仗，每一次打仗的內容都不
一樣，有關於中文的、關於英文的、關
於數學的……老師不但會教我們書本上
的，還會教我們人生哲理，真像我們的
父母。老師，請容許我叫你們一聲 - 爸
爸！媽媽！
六年級，除了課室，禮堂就是我們最
常去的地方了。升中講座、畢業禮……
一一都是在禮堂舉行的，而且，這些都
是非常重要的活動。還記得有一次，學
校舉行了一場家長晚會，剛巧那一天是
我班某位同學的生日，所以我班的其中
一位同學就買了一個大蛋糕，讓我們全
班給他慶祝。六年級真像一個溫暖的家
啊！
六年級是一個小家庭，學校是個大家
庭。我愛我的家、我的兄弟姐妹和父母。

季軍：5A 陳景棠
我的老師
啊！老師……
你是我的明燈，照亮了我的路。
啊！老師……
你是我的字典，豐富了我的知識。
啊！老師……
你是我的陽光，讓我從小樹苗長成
一棵蒼天大樹。
老師，你給了我那麼多，我要努力
學習，貢獻社會報答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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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HEUNG KA HEI, Katie (1st)

1B

My name is Katie Cheung.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I like Art and Music.
My General Studies teacher is Mr Wong. He
is tall. He has short hair and small eyes.
He likes playing and singing with me. I like
my school very much.

LAU TSZ TUNG, Cass (1st)
My name is Cass. I am in class 1B. I like
shopping with my friends.
I go to bookshops to buy books. I like playing
in the playground.
I like watching movies with my family. I like
surfing the internet.

HUI LOK TO, Royce (2nd)
My name is Hui Lok To.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like PE and Art.
My Chinese teacher is Miss Chan. She is
tall. She has long hair and big eyes. She
likes playing and singing with me. I like my
school very much.

TSE KIN TAI Percy (2nd)
I am Percy. I have one brother. His name is
Tom. I like singing. I lik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I am studying in class 1B. I like my
teachers. I like my classmates too.

LAM LOK YI, Mimi (3rd)
My name is Mimi Lam. I go to school on
foot. I like PE and Music.
My Music teacher is Miss Lai. She is tall.
She has long hair and small eyes. She
likes playing and singing with me. I like my
school very much.

HO MEI TUNG Martha (3rd)
My name is Martha. I am in class 1B. I like
swimming.
My friend is Cass. She has short hair. She has
a small nose. She has small eyes. She is short.
She is thin. She is cute. I like her very much.

2A
PANG CHIN HO Justin (1st)
I am Justin. I am in class 2A. I like my school.
My school is big. There are many facilities. I play
games with my friends in the playground. I like
singing in the music room. We can learn about
how to use the computers in the computer room.
We can borrow books at the library. I have a great
time at school every day. I hope that my school
will have a good 25th anniversary.

2B
VERGARA MANUEL JOLO C (1st)
I like my school. My school has a tuck shop,
a basketball cour t, a covered playground, a
computer room and a librar y. I can read so
many kinds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I can play
with computers and iPads during recess in the
reading room.
I also like my English teacher, Miss Chung. She
is kind and she is a good teacher too.

LAM KA MAN Kitty (2nd)
I am Kitty. I am in class 2A. My school is very big.
The teachers are very nice. I always buy snacks at
the tuck shop. I love playing with my classmates
in the playground. I sometimes play table-tennis
during recess. This year is my school's 25th
anniversary. I want to say "Happy Birthday, Yan
Tsang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 y
School". I love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very much.

HO TIN CHAK, Tim (2nd)
I am Tim. I am eight years old. I like my school.
My school has a tuck shop, a basketball court,
a playground, 2 computer rooms and a library. I
can read comic books in the library. I can play
with computers and iPads during recess in the
reading Room.
I have many friends at school. They are Kenny,
Sam and Carmen. I like to play with them. We
really like our school.

LI CHOI LING Jolin (3rd)
My name is Jolin Li. I am in class 2A. I love
my school. It is big. I like my teacher s and
classmates. They are my good friends. My best
friend is Kitty Lam. We enjoy playing games and
eating snacks at school. There is a garden at my
school. There are many trees, flowers, fruit and
vegetables. I love the garden very much.

YUEN SHEUNG YAN, Sam (3rd)
I like my school. My school has a playground,
an art room, a music room, a computer room, a
reading room and a library.
I can sing and dance in the music room. I can
draw a picture in the art room. My favourite
place is the tuck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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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YIM CHI KIN, John (1st)
My English teacher is Mr Leung. He is a good teacher. He is tall with a pair of talking eyes.
He is kind.
Mr Leung tells us that if we read more English books, speak and write diaries in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we are sure to learn English well. He also brings us interesting English
books to read. He also teaches us Music. I like my English teacher very much.

WONG CHI HOK, Bill (2nd)
My favourite teacher is Miss Chan. She teaches me Chinese. She is generous and patient.
Her writing is beautiful. In her lessons, there are always some naughty students who do
not listen to her. She does not punish them but she listens to them.
When I have questions, she would explain to me patiently. I respect her the most. She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 like her much.

WONG KA YI Kathy (3rd)
I like my school. In the morning, I will say "Good morning" t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 help my teachers in the lessons. I always listen to my teachers. During recess, I play with
my good friends, Amy, Yuki and Kinki. I always chat with them. We like playing chess, blind
man's bluff and table-tennis.
During lunch time, we eat together in our classroom. It is fun. After school, I walk home
with my friends happily.

NG TSZ HO, Jason (1st)

4A

My name is Jason Ng. I am a primary 4 student. I study in Yan Chai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My school has many rooms, a music room, a library, a computer
room and a playground. I like the reading room because there are many books for us to
read and I can borrow the books there.
My favourite teacher is Madam Nani because she always reads books with me. I also like
Chinese. My Chinese teacher is good and nice.
I like my classmates because they are very friendly. I always play with them in the
playground. I like my school very much.

VERGARA JODI MARIE C (2nd)
My favourite teacher is my class teacher, Mr Wong. He is my Maths teacher too. He is very
supportive and kind. He always finds time to help me understand my Maths homework.
During my Maths lessons, he uses two languages so that I could understand him better.
He also spares some of his time to translate our school notices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so that I coul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He is one of the best teachers in my
school.

PENG LAI YING, Yingying (3rd)
I study in Yan Chai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My school is in Tsing Yi.
It is big and neat. There are many flowers and trees in our school. The birds like singing
in the trees and we like playing in the playground. I love my library very much.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books. I like reading at recess. We can borrow some books and read
them in our leisure time.
I love my classmates. They are kind and helpful. My school life is full of love. I love my
school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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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ITONG, Grace (1st)

LEUNG TIN YAN Leo (1st)
Cong ratulations to my primar y school's 25th
anniversary. I am a 5A student. I have studied in this
school for five years.
My favourite subjects are PE and Music. I like this
school because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are very
kind. My favourite places are the computer room and
the library because they are amazing and interesting. I
can read and borrow books in the library. I like reading
storybooks and non-fiction books. Also, I can play in
the computer room.
I like my school and the teachers I feel happy and
excited because I will be a primary six student next
year.

WONG CHING MAN, Michael (2nd)
I have studied in this school for five years. My school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have a lot of fun. I want to
share my school life with you.
In the morning, I go to school by school bus. On the
school bus, I always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recess, I always eat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talk
with my friends and play with my friends. Every PE
lesson, my class always has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do
such as basketball, volleyball, skipping... I love my PE
lessons very much.
I love some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school.
I really love this primary school.

LO CHUN YU Ronald (3rd)
On the last day of the holiday, some students will say
to their parents, "Mom and Dad,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Can I have one more day to play, please?" But
some of the students will think, "Oh yeah! I can go to
school tomorrow! I can play with my classmates, buy
snacks, and study new things..."
Is schooling the best time of our lives? Every day, when
we go to school, we can learn how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and gain knowledge.
In these five years, I've got many new friends. Some
of them who came from other schools told me many
stories like 'They fought after school', 'There were
prefects patrolling in the toilets'... Oh! Very funny!
I will just say, "Oh my god!" This year is our school's
25th birthday. I hope my school can be the best school
in Tsing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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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quickly. I transferred to Yan Chai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two years ago. I am
happy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Our school has a basketball cour t, a playground, a
music room, a computer room and a food stall. In
these two years, I have learnt a lot of knowledge. The
school has organized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us. For example, we visited a chocolate factory. Now
I know that making chocolate is not easy. During the
educational camp, I have learnt how to get along with
my friends and that friendship is very important.
My previous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not good but
the teachers encouraged me. They said, “If you want to
get good marks, you have to study hard and do better
than the others.” So I tried very hard and I got third
place in my class this term.
I look forward for this school to be the best primary
school in Tsing Yi.

NGAN CHEUK YIU, Yoyo (2nd)

My name is Ngan Cheuk Yiu, Yoyo. I am twelve years old.
I study in Yan Chai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now. I have already studied in this school for six
years. I am in class 6A.
Miss Law is my class teacher. She is nice to us. She
has long hair, watery big eyes and a small mouth, like
a cherr y. She teaches us patiently. She is kind. Her
favourite cartoon character is Melody and her favourite
colour is red.
There are twenty classmates in my class. Chloe is
my friend. She is eleven years old. She likes to wear a
cap. She is cute and beautiful. We started to be friends
when we were in primary one. We always go shopping
together.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at school, such
as table-tennis, football and oriental dance.
Time flies. I am going to graduate and the school will
soon enter its 25th anniversary. I wish the school can
have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famous. I will not forget my school. I love my
school.

HE ZI KANG, Ben (3rd)

Hello! I am He Zi Kang, Ben. I came to Hong Kong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I love one particular teacher very much because she
is a nice person. She wears glasses. I like her because
she is willing to teach us all that she knows. She
has helped my parents and me a lot. She is a patient
person. Whenever I say something rude or nasty, she
doesn’t scold me. Instead, she tells me that I shouldn’t
misbehave.
So who is this teacher? She is my English teacher, Miss
Poon. My English has improved a lot because of her. I am
very thankful to her for doing so many things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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