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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本人十分
榮幸擔任上水東莞學校第五任校

長，首先要感謝四位前任校長長年致力
為教育事業默默耕耘，為本校奠定穩固
的基石，同時感謝全校與我並肩努力的
教職員，真誠、用心地工作。

近年，東莞學校完成了多項校園優化及
改建工程，令校舍設備愈趨完善，為學
生提供一個理想、舒適的學習環境。除
此之外，我們亦致力為孩子營造和諧有
序、關懷友愛的校園文化，培育自信自
主、體藝學術兼備的好學生。我們期望
以學生的學術及品德為主，音樂、體育
及藝術為副；再配合自主學習、培養閱
讀、電子學習及 STEM 的教育政策，培
育孩子全面發展，為將來打好基礎。我
們認為學生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也是
學校的小主人，因此教育應該是以他們
為本。在上水東莞學校，我們透過自然
探究體驗、多元化學習及品德情意發展
等，培養孩子終身學習、熱愛生命的正
確態度。

自然探究體驗：人類本身是屬於自然的
一份子，城市化後，人類與自然越來越
疏離，甚至連生活依靠自然的定律，都
只能紙上談兵。我們期望孩子親身接觸
自然，身體力行地種植、餵養昆蟲及蝌
蚪、觀察小鳥，觸摸樹木和泥土，甚至
走入郊野及濕地，享受體驗式的學習，
欣賞大自然，培養對自然界的好奇心；
從餵養及種植中，培養孩子愛護長幼，
珍惜生命的內涵。

多元化學習：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性，
讓孩子在一個多元化的學習模式中汲取
知識。從小組合作的課堂、多元智能課
程、體育技能訓練、藝術情操培養、戲
劇及音樂培訓，發展孩子的潛在能力、
讓孩子學好知識，亦從小找到體育運動
的興趣，接受到藝術的薰陶，享受到音
樂的舒暢，在均衡而全面的校園生活中
成長。

品德情意發展：我相信品德教育是一項
極具意義的任務。老師是生命影響生命
的牧者，我們的每句說話都應該從正面
出發，讓孩子感受到被關愛；我們的每
句提醒，讓孩子明辨是非，學懂反思，
讓正面文化植根在校園裏，在孩子的
內心結成果子，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情
意。

其實，教育是陶造孩子生命的事業，是
一個漫長而又深具意義的工程。能夠實
踐心中的理想，除了必須具備的勇氣和
毅力之外，還需要凝聚各方的支持，
才能夠傳承和發展。本人深
願各位同工、各位家長彼
此同心，為我們的下
一代締造更美好的學
習環境，同時銘記
「幼學壯行」的
精神，盼望他們
能裝備自己成
為一個與時並
進、堅毅不拔
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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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挑戰自我訓練營
為了培訓學生的領袖才能、團隊
精神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
提升其自理能力，本校舉辦了一
項為期三日的挑戰自我訓練營給
五年級學生。透過每日反思，讓
學生懂得自律自省，建立積極而
正確的人生觀。

在營會中…

同學把房間整理得井井有條。

 大清早，學生齊集在操場上做早操。

5A 邱子圓
大家在第一天比較被動，各項活動令我更
了解組員的性格。第二天被老師罰時，感
覺很不舒服，因為自己已經很包容，但是
還是達不到標準。我以後會盡量拿捏好自
己的情緒，不再輕易地哭，我想做一個不
用別人保護的膽小鬼。我欣賞我的組員，
因為她們好冷靜，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5C 嚴梓誠
我在營會內最深刻的是
小組討論，因為組員們
都會聽我發表的意見。
我和組員在不同的活動
都有好好的合作，我欣
賞我的組員會專心聽教
練的說話，不會亂跑。

5B 區翠麗
我組在玩「左單右雙」失敗了，「砌紙塔」
最後亦倒下了，但我還是很開心，因為可
以在小組內互相分享和合作。我欣賞我的
組員有禮貌、友善和投入活動，我希望自
己可以更自律和反應更快。

第一天晚上，校長入營為同學打氣。



本校部分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12 月參與了「乘
風航」歷奇活動，藉著海上訓練，讓學生在
互相扶持的環境下攜手合作，接受挑戰，發
揮個人潛能，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和自信。

「乘風航」海上歷奇訓練計劃

同學乘搭舢舨出發。

學習海上求生知識。

勇氣可嘉！

在營會後，我期望自己…

用錫紙包裹紙箱成為烤爐，

可以用來焗蛋糕了！

經過學習，學生也能妥善地自理。

每個組員都是組內的支柱，力量聚集了，便經得起考驗。

5A 周振宇
我會對同學好，一起快樂地玩耍，珍惜我們的
友誼。我會尊重老師，努力學習。我會幫家人
做家務，每天早上早早起床。

5B 陳相涵
我會對同學更加信任、對老
師更加尊重，在生活習慣方
面，我會學會自理。

5D 羅慧儀
我在營會之後認識到更加多的朋友。我要學習老師
的溫柔，因為老師在營會中對我們十分溫柔。參與
營會，我發現自己有點想念三天不見的家人。

5C 陳豪杰
我會更加包容、幫
助我的同學和朋
友。我要學會尊重
老師，不搶嘴，努
力學習。我要學會
自主，自己的事自
己做。



透過舉辦多元化的節日慶祝活動，學生對中西節日有更深的認
識，更真切地體會中西文化傳統。

聖誕聯歡會

Halloween

中秋月圓猜燈謎



本校第五屆陸運會已於一月順利舉行。當日天氣雖然寒冷，但氣氛卻非常
熾熱。健兒們都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完成賽事，突破自我，創造佳績。

秋季旅行

陳浦上、王嘉寶代表運動員宣誓。

向着目標跨過去！

家長也落場與子女同樂。

全力以赴，為班爭光！

一年一度的秋季旅行又到了！同學都懷着期待的心情出發到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部分低年級學生在家長
陪同下享受愉快的親子時光，其他同學也與老師在度假村內欣賞明媚的風景和享用玩樂設施，度過歡快
的一天。

陸運會



本校一向致力推動家校合作，重視家長教育，
除鼓勵家長積極參與不同的親子活動、講座、
茶聚、更着力發掘家長才能，支援學校發展。
各項活動有幸得到不少家長支持、貢獻，我們
深表感謝。

家長義工團隊正式啟動！

活動支援小組為「有品
校園」計劃製作教具。

家長、教師透過家長
茶聚分享教育心得。家長在中文閱讀及伴讀家長工作坊中

學習圖書分享技巧。



聯
校陸
運會

摸一摸，嗅一嗅。

我們希望學生在科
技時代也能具有對環境與

生態的關懷，因此讓學生從小
接觸大自然，將尊重自然、關
懷生命與愛護環境之概念深植
於學生心中，陶造一個個純
淨的心靈。

從播種到收成，學生都經歷到大自然的奧妙。

校園耕作體驗

四年級 - 大埔 自然護理區

生態工作坊

你們發現到甚麼？

五年級 - 鹿頸鳳坑

老師，你要帶我們去哪兒呢？

一雙手也環抱不住這樹幹！

蒙着眼用心體會樹木的特性。

尋找紅樹林的生物。



訪問對象： 4A 林曼菲、4D林曼琪

小記者：瑪雅媚、劉耀城、蔡嘉澤

訪問日期： 2017 年 12 月 4日

你知道東莞學校有多少對雙胞胎嗎？他們的樣子、個性、
生活習慣是否一模一樣？現在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其中一對
雙胞胎吧！她們是林曼菲和林曼琪。曼菲是姐姐，曼琪是
妹妹。

訪問內容：
瑪：	別人容易把你們認錯嗎？他們怎樣分辦出你們？
菲：	一般人通常會分不了我們兩個的樣子，例如老師、同學，甚至親友。他們通常會以

眼鏡的款式、衣服來分辦我們。我的眼鏡是紅色的，曼琪的是紫色的。只有爸爸、
媽媽和妹妹才不會把我們認錯！	

蔡：	你們有甚麼相異之處？（如：興趣、生活習慣、個性……）

琪：	我們都喜歡畫畫、拉小提琴。而且我們都比較文靜，不太好動。
菲：	可習慣就不一樣了！我和曼琪共用一張書桌，左邊是我的空間，右邊則是曼琪的。

你會看到左邊的部分整潔有條理，右邊的位置永遠是亂七八糟的！還有，別以為我
們全身都是一模一樣的，我們雙腳的尺碼是不一樣的，我的腳比妹妹寬多了。

劉：	你們能分享一件有關雙胞胎的趣事嗎？

菲：	二年級某一個小息，羅老師忽發其想，叫我們「交換身份」，看看有沒有同學能發現。於是，我們把眼鏡、
書包都交換了，再到對方的課室內就坐。把身份「交換」後，你猜猜同學們能認出我們嗎？當然沒有！

琪：	過關時，我常常很想跟姐姐交換證件，看看關員叔叔會否發現！哈哈！有一次過關時，我竟不小心把自己叫
作林曼菲呢！

瑪：	你喜歡雙胞胎這個身份嗎？為甚麼？

菲：	看情況吧！被認錯時就不喜歡，跟曼琪一起玩耍時就喜歡這個身份。

琪：	喜歡！我覺得這身份十分有趣和獨特，會為我們帶來不一樣的體會！而且若沒有她的陪伴，我會相當不習慣呢！

左：林曼琪，右：林曼菲

訪問對象：3C董旭健、3A董旭朗

小記者：區翠麗、麥可欣、謝雨軒

訪問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一樣的瓜子兒臉，一樣圓溜溜的大眼睛，大家都頂着
烏 黑 油 亮 的 劉 海 —「 若 要 人 似 我， 除 非 兩 個 我 」，
學校真有這樣的「兩個我」—孿生兄弟董旭健和董旭
朗！你能分辨他們誰是誰嗎？

訪問內容：
麥：	聽說雙胞胎好有默契，你們是這樣的嗎？	
朗：	在科目方面，我們都喜歡體育科；在興趣方面，我們都愛

玩機器人；在飲食方面，大家都酷愛麥當勞食品呢！

左：董旭朗，右：董旭健



訪問對象：2C何詠汶、2C何榮澤

小記者：梁智晴、龔煜涵、伍熙藍

訪問日期：2017 年 12 月 5日

據說，大約每 90 次自然生育裏，就能出現一對
雙胞胎，而當中只有 40% 是龍鳳胎，亦即是性
別不同的雙胞胎，可說是十分難得！東莞學校也
有着一對可愛的龍鳳胎呢！你認識他們嗎？

訪問內容：

梁：	一般雙胞胎特別志趣相投，你們是這樣的嗎？	
汶：	我們的喜好不甚相同，我喜歡玩布娃娃，弟弟則喜

歡玩手機。我們在家裏都很好動，喜歡蹦蹦跳跳地
玩！但當我們回到學校上課時，都會變得自律，乖
乖地聽從老師的教導，做個「東莞好孩子」。

澤：	除此之外，我的記憶力比姐姐好，不會老是把事情
遺忘，有時還會多提醒她呢！

伍：	聽說雙胞胎之間存在着心靈感應，是真的嗎？	
汶：	是的，我們曾在媽媽生日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祝賀

媽媽，那刻，我們都感到很驚詫！

澤：	我們有時也會同時出現一些冒失的表現，例如記錯
日子。

龔：	你們的成長環境相同，會有共同的理想嗎？	
澤：	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好爸爸，組織一個美滿的家

庭。
汶：	我和弟弟一樣都很重視家庭，我想多賺錢來供養父

母，希望能當一個動物管理員。
伍：	你喜歡龍鳳胎這個身份嗎？為甚麼？
汶：	我喜歡龍鳳胎這個身份，我們能就讀同一所學校同

一個班別，無論學習，抑或玩耍，都有對方作伴，
真美好啊！

澤：	我也喜歡，因為這
個身份很特別，
別人對我們感到好
奇，會主動找我聊
天，令我覺得自己
與眾不同。

小記者手記

這次的採訪真有趣，老實說，他們真的長得一模一樣！從外貌看實在找不
到甚麼破綻，我們好像在跟兩個分身在說話。雖然雙胞胎外表一樣，但是
透過訪問，我們知道他們在喜好、性格、想法等方面都會有差異。果然，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其中，我們很欣賞旭健和旭朗在相處時能互相忍讓。
我們相信兄友弟恭不應只體現在旭健和旭朗這對雙胞胎身上，而是維繫手
足之情的不二法門，慶幸這三對雙胞胎都喜歡彼此有着這樣微妙的關係。

左：林曼琪，右：林曼菲

健：	 我們的性格就有一點不同了。我比較文靜，弟弟則
比較活潑。看！他額頭上的疤痕就是三四歲時玩耍
時從牀上滾下來而造成的。這也是分辨我們的其中
一個方法。

區：	 但我們總不能在叫你們之前，先撥開你們額前的劉
海來看看吧！我們還可以怎樣從外貌分辨出你們的
身份？	

健：	 我的臉比弟弟的尖一些和長一點，而且眼睛比較凸
出。

朗：	 其實哥哥不説，我也不知道我和他有甚麼分別呢！
區：	 你們如此志趣相投，會有吵架的時候嗎？	
健：	 當然會！我們通常都因玩玩具而爭執起來，但最後

總會和好如初，那些不快事好快會像失憶那樣被忘
掉。

朗：	 通常我會讓哥哥先玩，那麼我們便會停止爭吵了。
謝：	 你們曾被誤認嗎？	
健：	 認錯我們的人多的是，例如老師和同學，很多時候，

我們只好「自報家門」。我們的幼稚園老師至今仍
分不清我們；街舞班的導師教了我們兩年才認出我
們；有時候重看小時候的舊照片，連我們自己也分
不清相中人誰是誰呢！

區：	 如果可以選擇，你們希望做普通兄弟，還是孿生兄
弟？

健和朗：我們喜歡雙胞胎這個身
份，我們的年紀只相差
一分鐘，有個伙伴一起
學習，一起玩耍，一起
慶祝生日，還心有靈
犀，真有趣啊！



菁文共賞

除了受訪的三對雙胞胎外，我校還有以下四對雙胞胎呢！認識他們的同學和老師，你們能正確分辨出他
們嗎？快來接挑戰吧！（答案見末頁底部）

李瑞聆？

李瑞珺？

唐永成？

唐永基？

周榆佳？

周榆昆？

黃慧欣？

黃慧敏？

六年級組冠軍  六甲 陳可怡

	 今天，我家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所以你是來自未來的我？」另一個我點頭又搖頭：「準確來說是
來自另一個平行空間的『我』」。」我看着比我高一個頭的「我」，心
想另一個「我」不會比我大很多吧？果不其然，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我」
比我整整大了五年。

「走吧，帶你去回憶一下童年。」我笑着說。

我們先走到了一個樹林裏，滿地的花潑潑灑
灑，正開得爛漫。花香陣陣飄到我面前，沁人心脾。

「可以為我講講未來的事嗎？」我聽見自己的聲音響起。另一個「我」輕
輕地說了起來：「那年，也是跟現在一樣，西部荒野，百花盛開……」「我」講
到一半便停下了，一直看着遠方的落日。另一個我似乎不想讓我知道太多未來
的事。

一直到晚上，另一個我都興致缺缺。即使到了晚上，也只是一個人看着外
面灑進來的潔白月光發呆。另一個我的背景看起來倒有些淒涼。

「你知道我為甚麼不想讓你知道未來的事嗎？」我搖搖頭。

「喝過才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夠做你的
夢。每個人一生都會經歷許多故事，其中有大大小小的事，無論是喜抑或是悲，
那都是這一生的幸運。正如我餘生可以遇見另一個我，到另一個世界經歷，簡
直三生有幸。我該走了。」只見另一個我的身影漸漸變淡，最後消失不見。

即使你我不在同一個時光中，我也會牢記着你的容顔，記得你曾來過，教
我好好過活和享受自己的人生。

上學期中文科校內作文比賽題目為「另一個我」，四至六年級同學發揮創意，寫作出
一篇篇題材新穎、內涵豐富、意蘊深遠的文章，讓我們一同欣賞各級的冠軍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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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組冠軍  五乙  鄭雙欣

「大雙……大雙……」誰？是誰在叫我？是媽媽嗎？在家中只有媽媽才會
叫我的別名，是她嗎？這時，我猛然張開眼睛一看，只見四周一片濃霧。我
正奇怪這是哪，突然，有一團霧凝聚成我的樣子，不過十分暗淡、模糊。

「你是？」我驚訝地看着他，他說：「我就是你呀！那個真正的你，如
一張白纸的你，這就是你的内心啊！」																											

		

我聽了他的話，興趣便來了：咦，原來的我是怎樣的？這勾起我去尋找
從前的記憶的渴望。

三年級的時候，為了在期末考得好成績，我承諾不碰一切玩物。我用毅力克制住自己，在我的刻苦努力
下，我終於進了精英班。

一晃一年過去了，我同樣為了四年級期末考試許下了承諾。可最近我發現我開始鬆懈了，不僅為了看電
視一拖再拖，不溫習，而且有時候還沒有經過媽媽的同意便擅自跑了出去玩耍。媽媽教訓我時，我還理直氣
壯地反駁她。現在想起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那種勇往直前，大戰時身先士卒衝上前的不怕死的精神；那些
勤奮用功的品德；再想想我究竟做了些甚麽？當我暗暗下決心要重新振作，努力發奮時，我發現那曾經黯淡
無光的「另一個我」變得清晰了不少！我以為是錯覺，卻又隱不住陷入深思——

我從前是一個極其老實的人，前一秒撒了謊，後一秒會覺得内疚而吐露真相，連我親戚好友都會稱讚我
是「老實鬼」。回想起來，現在把説謊當作「家常便飯」的那個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這時，另一個我周圍的霧開始散了，他對我說：「沒錯，這才是真的你，那個熱血、真誠的你。頓時，
我覺得心裏少了些甚麽，又多了些甚麽，他棒出一個潔白如象牙的水晶體說：「現在，你的内心又如同從前
那樣了。」那塊水晶突然迸發出奪目的光彩，我十分驚訝地看着他。

我明白了，我在時間的長河中為了一時之快迷失了自我，不過，現在他令我找回了自我，還讓我懂得了
自我反省的重要。

另一個我開始消散了，臨離去前，他露出了甜蜜的笑容說：「你已學懂了自我反省，我就沒有存在的意
義了，我會化成那反省的精神，伴着你成長。」此刻我明白了，他就是我所擁有的自我反省的能力。

我抬頭四顧，看到了無數的「我」，我露出了笑容，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等待我掌握的品德。



「猜猜我是誰？」答案

1.	左：李瑞珺，右：李瑞聆		2.	左：唐永成，右：唐永基		3.	左：黃慧欣，右：黃慧敏		4.	左：周榆昆，右：周榆佳

四年級組冠軍  四丙  容芷宇

我是一個內斂、沉默寡言的人，也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平凡人。
在那一天，我居然看到了另一個「我」。

一天放學後，我如常經過一個小公園。公園旁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森林裏有各種瑰麗的花朵，
為原本簡單的森林增添了一道亮麗的色彩。正當我陶醉在這優美的景色當中之際，突然，我感到有一
隻強而有力的手把我猛地拉進森林裏，然後，我便不省人事了。

待我醒來後，赫然發現自己身處於一艘飛船裏。從窗口往外看，大大小小的行星映入我的眼簾。
「哇！我在宇宙裏呢！」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時，一個聲音從我身後傳來：「歡迎來到我
的飛船，我叫伊納。現在你在太空裏，你即將會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很疑惑，心裏想：有趣的
事情？飛船？太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我的腦袋裏裝滿了一個又一個問號。

我還沒回過神來，伊納開口說話了：「來吧！看看這面鏡子。」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朝鏡子望去，
不料被嚇了一大跳。鏡子裏的女孩怎麼這麼熟悉？我好像在哪裏見過她。她的個子瘦瘦高高的，皮膚
黑黝黝的，紮着馬尾辮，還正兒八經地戴着一副眼鏡。當我回過神來時，鏡子的畫面已切換到她的日
常生活了，也讓我更好奇了。

鏡子裏的時鐘顯示的時間是星期一早上六時半。鬧鐘響起，她立刻起床，整理床鋪，穿好衣服就
去洗漱，並順便幫媽媽擠好了牙膏。吃完早餐後，她便騎着自行車去上學了。路上，遇到清潔工人，
她會微笑着說：「伯伯，早上好！」她的微笑如同春日的陽光，帶給別人溫暖。她就像一隻輕盈的小
燕子，騎着自行車在路上輕快自如地穿梭。

正當我想繼續追看她的生活片段時，就聽媽媽喊：「芷宇！芷宇！快起來！你的口水都流到作業
本上了！趕快把作業做完，準備吃晚飯了！」

我感到一陣暈眩，眼前的景物漸漸變得模糊，伊納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待我醒來，發現原
來這是一場夢，夢中的女孩就是我自己。夢中的我自覺、有禮，我下定決心要改掉平時做事拖拉、不
整理房間的壞習慣。我可不想讓夢中的我超越現實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