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班數 1 1 1 1 1 1

人數 28 27 28 34 34 35

東莞學校 ( 上水 )

本校本年度共有十五名教師，開辦六班，共有學生 186 人，詳細班
級人數分配如下：

本校喜獲教育局撥款二千一百
萬元興建一座新教學大樓，將增加
一個 100 多平方米的圖書館、標準
電腦室、校長室、校務處、教員室
及課室，合共新建十四個新型教室
及多用途室，將大大提升本校的教
學空間，改善教學設備。本校在教
學設備得到改善，教學亦朝向質素
教學的目標邁進。 2010-11 年度小六學生共有 33 人，其中 10 名學生獲派英文中學，

全班之中 22 名學生獲派首三志願，派位成績令人鼓舞。

本校學生參與第六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當中 6 名學生榮獲現場作文
一等獎，7 名學生榮獲現場作文二等獎及 13 名
現場作文三等獎。其後，小五李建瑩同學於決
賽當中獲得優異獎，表現出色。此外，學生參
與第十二届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當中六年
級殷翠珊同學榮獲作文二等獎及五年級何健瑜
及四年級馬婷婷同學榮獲三等獎。透過參與校
外比賽讓本校學生的中文能力得到肯定。

地址：香港新界上水馬會道
電話：26700334 
傳真：26684311 
網頁：www.tks.edu.hk 校訊

2011-2012

學校概況 中文作文令人鼓舞

學校新發展

升中派位成績優異

得獎項目

活動名稱 獲獎名稱 班別 / 姓名 主辦機構

綜
合
及
視
藝

第九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綠色學校獎  東莞學校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環境保護署、教育局

北區 (2011) 花鳥蟲魚展覽　展覽攤位設計比賽 最佳學校展覽攤位  彩虹特工隊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主辦
藍天綠地在香港設計系列 2011 

全港學界板畫設計比賽 ( 小學組 )
全港冠軍  彩虹特工隊

藍天綠地在香港設計系列 2011 
全港學界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 小學組 )

新界東分區優異獎 P.6 何健瑜

新界東分區優異獎 P.6 葉沛鈺
2011「傳心傳意傳關愛」行動啟動禮 

「童聲妙韻頌師恩 @ 北區」(2011-2012) 年度小組
銅獎  口琴組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主辦

荣獲 2011“藍天杯”七彩童話星 
全國少兒迎大運才藝總決賽

舞蹈類銅獎 P.2 姚子珊 世界華人藝術會聯合會

奧林匹克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榮獲少兒組金獎 P.3 黃詠詩 中國國際藝術會

第三屆明日之星全國青少年藝術大賽 金獎 P.3 黃詠詩
明日之星全國青少年藝術大賽

全國組

中
文

第六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一等獎

P.3 古壁瑜、李珠星

新界校長會

P.4 王子歡 
P.5 余健雄、李建瑩
P.6 黃競芝

二等獎

P.3 李祥瑜、黃可儀
P.4 張昊斌、葉曠東
P.5 盧雨楠
P.6 謝兆榮、李結怡

三等獎

P.3 韓曉瑩、黃靜桐
P.4 何娉穎、黃寶英
P.5 林素婷、潘文蔚、楊泳思、 

 任酌瑤、王肖洒、余冀華
P.6 程文添、何健瑜、曹坤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三等獎 P.5 何健瑜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評委會
優秀獎 P.5 黃競芝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優秀獎 P.4 余健雄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三等獎 P.4 馬婷婷
第十二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二等獎 P.6 殷翠珊

朗
誦
比
賽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P.3 韓曉瑩、蘇慧琳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Proficiency P.5 魏銘彤、潘文蔚

Merit
P.6 李結怡、何健瑜、黃競芝、 

 葉沛鈺、葉沛鈺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優良

P.4 林灝盈、黃寶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 男子組

P.6 徐灝賢、曹坤、P.5 余冀華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P.5 王肖洒

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P.2 麥羨珩、古敏儀、吳小園

體
育
科

北區小學校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壘球殿軍 P.6 陳錦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乙跳遠季軍 P.5 李浩智
男乙壘球優異 P.5 曾海林

女特鉛球 400m 優異 P.6 何健瑜、葉沛鈺
女甲鉛球優異 P.6 黃競芝

女甲壘球優異 P.6 陳曉瑜

女乙跳高優異 P.4 李玉妃

女丙跳遠亞軍 P.4 黃妙儀

2010-2011 年度聖誕跳繩嘉年華

提膝交叉 - 全轉 季軍 P.5 黃楚君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繞手解繞手 - 開合 冠軍 P.6 李結怡
交叉轉換 - 跨下二 季軍 P.6 李結怡

Sun Rise( 後 )- 田雞交叉季軍 P.5 戴婉穎
後繩肯肯跳 - 假掌 - 後繩亞軍 P.6 馮綺婷

放柄 季軍 P.6 葉沛鈺
3 人朋友跳組合冠軍 P.6 葉沛鈺、何健瑜、王翠瑩

6 人大繩季軍
P.6 程文添、黃競芝、李結怡、 

 馮綺婷、黃楚君、戴婉穎
功夫繞身解冠軍 P.6 何健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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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發展重點

花式跳繩榮獲多個獎項

本年度將進行 09-12 年度第三年的關注事項，本年發展重點：

1  深化中層領導與監察，重視分享及回饋的文化

集中提升學校中層教師管理能力，重視共同備課及分享的文化，加強
整校自我完善的機制及能力。

2  提升學科發展，重視學生能力的均衡發展

本校成功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強化校本數學教學；及香港教
育學院小班教學計劃 ( 常識 )，建立有系統的支援服務，提升小班教
學的效能，更積極發展校本戶外生態學習活動。此外，均衡全校各
級學生各項能力的發展，獎勵學生多閱讀課外書籍及參與說故事。

3  鞏固關愛校園政策，提升家校及社區的聯繫

本年度深化學習支援活動，包括有區本支援服務、課後支援、小學
加強輔導班、服務學習計劃及拔尖補底課程，加強教師與家長的聯
繫，繼續加強社區對本校的認識。

古語有云：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令人有莫大
的啟示。

往往你只看見別人在台上獲得不同的獎項，自己只有羨
慕的份兒，其實獲獎的背後卻包含着很多人的汗水、努力、心
思……

像跳繩一樣，每天也要接受艱辛的練習，達成每天的目
標，只要有一個組員鬆懈下來，便會拖累整隊的進度。只是
我們努力嗎？當然否定，教練和老師也花了很多心機給我們
編排跳舞的位置。

在教練和老師的努力下，我們一起獲得很多的獎項呢﹗
當中有個人獎、團體獎……所有的獎項也是得來不易的。

跳繩令我學會了團結，明白了「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大
家互相體諒、互相遷就，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

李結怡同學

由國際社派來東莞學校擔當社工一職已經一個
多月了，但上班第一天的心情仍然歷歷在目。沒有
鋼筋水泥現代化的外表，田園、課室、校舍流露出
自然的本色；孩子們親切的問候打消了我心中的忐
忑。與學校老師、同學相處的這一個多月以來，
讓我深切的感受到每位老師對於每位學生的用
心，而同學們也能在這樣自然的環境中將自
己的個性發揮到淋漓盡致。東莞學校就

像是一個大家庭，我感到有幸能在
這個大家庭中與所有「家庭

成員」一起學習、
成長。

我們的新社工─陳姑娘

各班班相

綠色校園展繽紛

花鳥蟲魚最佳攤位設計獎三度蟬聯冠軍，

板畫設計首獲全場總冠軍

1A 2A

4A

5A

6A

3A

1A 2A

4A

5A

6A

3A

最佳攤位設計獎

全港板畫設計冠軍

學校花式跳繩隊學校花式跳繩隊



教師發展日─生命教育
今天的學生生活在複雜的家庭環境及
負面的社會氣氛下，難以將他們內心裏
的「正向成長」能力發揮出來。生命教育
主要目的是喚發他們心中的正向成長元素，
為自己為社會塑造出美麗的心靈。為了建設
一個重視心靈的校園文化，我校全體老師於
1 月 21 日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心靈教育 - 學
與教的終極關懷」計劃團隊到上水聖保祿靜修
院進行全日老師培訓，希望先由老師對生命
有更深層次的體驗，然後將這份對生命的熱
情影響學生的生命，幫助他們肯定生命，更
新生命，呈獻生命。

聖誕齊開心

家長聯歡活動

第一次離開家，去到清遠，第一次看到少數民族 ─ 瑤
族，第一次與全班同學一起去交流……人人都有無數個

第一次，這次的第一次就令我刻骨銘心。

一大清早，我們就在學校出發，先到深圳灣，然後再坐車到
清遠市。途中，看到同學們那焦急，興奮、期待的心情，我的

心裏也不禁雀躍起來……

蔚藍的天裏藏着朵朵雪香的棉花糖，茂盛的綠樹裏躲着隻活潑的
小鳥；金黃的稻谷裏隱藏着個個閃閃亮亮的稻草人。遙遙的路途，
觀察到個個同學的本性，看到他們搞笑的百態，有些大人呼呼地睡
覺，有些人嘰嘰喳喳地說笑，有些人嘻嘻哈哈地玩遊戲，捉弄別人，
惹起陣陣的歡笑聲。

南崗千年瑤寨，尚有一千多年歷史。番薯﹑粟米﹑白菜都是他們的主
要食糧。他們以白色的腰帶代表純潔，男生紅色的腰帶代表熱情，但
要是看見一些年紀較大的女士身着紅色的腰帶的話，就表示他們的背
分高，受人崇拜。在那裡，因為平地不夠，就採用吊腳樓型式來儲
存食物，這樣防止蛇蟲偷取食物。聰明才智的他們懂得把一些動物

曬乾，做成臘鼠﹑臘雞﹑臘鴨等。這些動物還可以釀成酒，如有老
鷹酒﹑螞蟻窩酒﹑蜜蜂酒等等。來到南崗干年瑤寨，真是令我們大

開眼介啊！這次充實的交流中，打打鬧鬧﹑開開心心的日子很快
過去了，雖然有很多時間在車裏，但在車上的一片熱鬧中，也可

愉快！ 何健瑜同學

聖誕節的到臨，為校園添上了一
份喜悅。

初次站在台上擔任司儀，面對着台
下陽光般燦爛的笑臉，心情顯得緊

張。

在聖誕節聯歡會當天，學校舉辦了
不少的活動，當中包括：抽獎、大
食會、觀看短片……等等。

每一個活動，都匯聚了各位老師和
同學的付出及心思。

擔任司儀令我獲益良多，增進了
對這方面的經驗。

葉沛鈺同學

在家長聖誕聯歡活動中，每
個參加的家長都帶來自己精心準
備的食物與大家分享，雖然只有短
短的兩小時，但無論在遊戲還是食
物分享的環節，氣氛一直樂荣也融融。

國內交流團 - 瑤族文化之旅

家長工作
坊

家長工作
坊

聖誕聯歡活動三日兩夜清遠交流活動 聖誕聯歡活動三日兩夜清遠交流活動

教師發展日及講座教師發展日及講座



McDonald兒童愛心馬
拉松

秋季旅行

十月二十七日是學校的旅行日。
我們在學校懷着緊張和興奮心
情出發。到了目的地—鯉魚門
度 假 村。 那 兒 的 風 景 十 分 優
美，鳥語花香，真是一個適合
一家大細度假的地方。我們聽
完簡介後，就以小隊的方式去
玩樂。我們的小隊首先選擇射
箭，我們是不懂得射箭的，但
是那兒的教練細心地教導我
們。當我們有甚麼不懂的事，
他們詳細地指導我們。我們
還玩了許多不同的活動。開
心的時間過得很好，在我們
準備離開時，還向那位教練
道謝，謝謝他教會我一樣技
能。今天是最開心和充實的
一天。 謝兆榮同學

萬聖節
HALL

OWEE
N

中秋猜燈謎

環保劇場末日救地球

3D互動百變機 - 大細路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