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分

盡

的

的

成

才

長

享

顯

話

果

華

去年(2013 / 14學年)學校的重要事項是銀禧校慶，校慶主題「承傳、拓新」；既為開校廿五年做一個小總結，亦象徵蒙
黃花沃紀念小學邁向一個新里程。

 本年度的重大事件，是「外評」-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組派出五人隊伍，到校內進行五天的觀察，包括
審閱文件、報告，與學校成員，包括法團校董會、教師、家長及學生傾談、進行大小會議並觀課，最後撰寫報告。

外評的目的主要是問責。津貼學校每年獲政府資助，有責任提供理想的服務。專業且富經驗的外評隊伍，會給予一張反
映學校各方面運作的「成績表」。學校收到報告後，從而作出改善。

對本校而言，我們八年前接受第一次外評，這一次(2015年5月至6月)已是第二次，書面報告預計於2015年8月才收
到。但外評隊在訪校的最後一天已經給予口頭回饋，五位外評隊員就學校外方面輪流發言，報告他們的觀察所得；除校方代
表十二人外，教育局屯門分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亦列席。

在一個多小時的口頭回饋中，內容包括四大範疇：「學校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與學生支援」、「學生參
與及成就」及課堂教學；每一項目的評價都是正面、嘉許。其中課堂教學觀課37節，外評隊更是高度評價，對學生的觀感
是：已養成預習習慣、用心聆聽、投入課堂、高學習動機、英語朗讀具自信……整體而言，比上次外評所見大有進步。在聆
聽的過程中，本人和同寅深感欣慰及鼓舞，因為我們付出的心力獲得專業的肯定。

當八月份我們收到書面報告後，我們將印製並供家長閱覽。教育是樹人大業，必須全情投入；學校影響著六百多名孩
子，也就是六百多個家庭；我們肩負著家長和社會人士的期望。幾年前我聽過一句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讚賞不會讓我
們自滿，因為是家長的支持學校才有美好的成果；希望我們繼續攜手，為孩子的未來努力。

劉仲宏校長

認 蒙識 小 日
日期：5-9-2015(星期六)  (後備日：12-9-2015)

時間：	

	
	
	
目的： 讓幼稚園家長增加對本校的認識

內容： 1.學校及課程簡介

 2.解答選校問題

 3.參觀校園

報名方法： 

可當日報名，或於9月4日前致電2456 3678留位。

每 刻一

2014-2015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5C張浩文

本校手鈴隊榮獲“香港手鈴奧林匹克2015手鈴”（初級

組）金獎及“第十屆校際手鈴比賽”（初級組）銀獎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第三屆校際聖經故事演

講比賽（中小組）亞軍（4A麥嘉桐）、 

季軍（4A王心怡）及優異獎（4A張傲雪）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中文獨誦

冠軍（2A 容柏軒）
吳毅恆
「錫住你 錫住我 不吸煙」
繪畫比賽高級組 十優作品
(不設冠、亞及季軍)

第七屆屯門區小學

普通話比賽普通話

遊蹤(科學組)亞軍 

本校榮獲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小學東方舞組團體冠軍，四支舞分別

獲得群舞組的甲等及優等獎、雙人舞組的甲等及優等獎；另屯門區第

三十一屆舞蹈大賽群舞組金獎、銀獎及雙人舞組金獎、銀獎。

舞蹈 體育 音樂

歡迎K2及K3學生

           及家長參加！

手鈴

2B班陸嘉敏同學在一千三百

多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

獲本屆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幼童組金獎

朗誦及聖經故事演講視藝

的 一每 幕
六月二十七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才藝匯演，

是同學展示潛能及文化體藝方面學習成果的大日
子。當天蒞臨觀賞的嘉賓眾多，包括友校的教學先
達、家長及校友，場面十分熱鬧!

才藝匯演的節目很豐富，有普通話集誦、
中國舞、中國武術、跆拳道、戲劇、Hip Hop 
Dance、合唱團、英文話劇、we are music、
Recorder Smarties、手鈴及花式跳繩。同學們傾
力的演出，博到台下如雷的掌聲。最後，全場嘉賓
及同學一同合唱詩歌「得力在乎你」，節目在悠揚
的歌聲中畫上完滿的句號。

活動能夠順利舉行，實要衷心感謝家長的支
持，活動導師及老師
們用心教導學生及
辛勞的付出。相信
同學也能「得力從
你們 」，定會繼續
努力，向著標竿進
發。

彭振軒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

屬小學聯合畢業專刊封面

設計比賽 冠軍

才藝滙演的小司儀

中國舞—和太鼓

英語話劇—The Little Grey Mouse

Recorder Smarties We are music
合唱團

中國舞—童趣

Hip Hop Dance

中國武術

跆拳道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中文獨誦亞軍

（3A鄺家誠）

地址：屯門田景邨   電話：(852) 2456 3678   傳真：(852) 2454 2863   電郵：mwfysam@incnets.com   網址：www.cccmwfy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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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校園 上午9:00-下午3:00

學校簡介及	
選校策略講座

(A組)上午10:30-11:15
(B組)下午2:00-下午2:45



5B 周樂瑤

聯校科研拔尖活動 科研日

常識參觀日

視藝科

視學重 步一

Dear May,
I went to planet GT-8007 for the holiday. The ride to the planet was extra luxurious. There were 

jacuzzis, comfy couches and mega huge fridges in the spaceship.
When we arrived at the planet, it was autum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lanet were ‘foxmages’, foxes 

with a human body. Most of them knew magic. They greeted us kindly when we arrived. We went to the 
cloakroom first to check in. The butler took us to our lockers. I also bought an audio guide of the planet.

After that, I went to the shopping mall with the audio guide and had lunch there. I had a chance to 
try a tasty soup. As long as you don’t know what is inside the soup, it’s tasty.

Later the foxmages taught me some history of the planet. They said it was always 
autumn on this planet for no reason. So the sweet potatoes that grow here are always 
tasty.

I met a young foxmage, called Oakleaf, and she dragged me on a shopping frenzy. 
Oakleaf also introduced me to the famous places on the planet, including the Songwillow 
Temple. It is a temple that got its name from the 20 foot willow tree that makes a 
pleasant noise when it is rustled by the wind. We had dinner in a nice restaurant there.

After the tiring day, I returned home with presents and photos. May, will you visit 
this planet next summer? 

Yours
Michelle

I can see a frog in the pond. It is big. It has a big red head and a blue 
body. It has long arms and short legs. It is wearing a crown on its head. It 
is wearing a raincoat and boots on its feet. It is walking in the pond. It looks 
funny.

Oh! It is the king of frogs.

Another Planet by Michelle Ng (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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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習

5A 陳彥姿

6A 彭振軒

5B 孫子晴

E-learning

P.1-2紙飛機大競賽

P.3-4降落傘運水

P.5-6報紙建高塔

科學館
香港國際機場

歷史博物館
濕地公園

能量轉換的探究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5B 廖健文

5A 周芷慧

5A 李浩峰

《放眼祖國的感悟》                        6A 臧佳頤
對於在香港成長的我來說，從來並沒有因為自己在

大陸出生而對祖國多添了一份感情或親切感。可是，這
陌生而遙遠的感覺卻在一次又一次親身的接觸和體會中
被改變了！

去年為了進行專題研習，校方給我們安排了一次實
地考察的參觀活動，地點是清遠。沿途所見的，盡是陳
舊、破落。不論是公廁或餐廳，環境都十分骯髒，這讓
我感到十分不爽，一直很掛念香港的家。然而，在考察
的時候，我們除參觀外，也進行了一些探訪活動，有機
會接觸那裏的孩子。看到他們純真的樣子，縱使生活簡
樸，物質貧乏，笑容還是那麼燦爛，真誠地跟我們分享
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情況。他們既開朗又坦率，倒讓
嬌生慣養的我突然感到有些慚愧。

今年，我跟家人到了北京旅遊，給了我又一次認識
祖國的機會，其中印象最難忘的是到故宮參觀的所見所
聞和感受。看到故宮精細的結構、雄偉的建築和輝煌的
佈置，讓我心中不禁讚歎我國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博
大精深。此外，萬里長城又是另一個能震撼人心的偉大
建築，是我國古代人民能力和智慧的象徵。站在城上，
看着一磚一石，我對我國民族的堅毅精神倍感自豪!

這兩次的遊歷讓我明白到身為中國人，不論是在
哪裏出生，在哪裏成長也不能忘卻自己的身份，定要多
了解自己祖國的歷史和現況，儘管當中有好有壞，有先
進的有落後的，那都是我們應該關心，繼續發揚或努力
改善的。血濃於水，那份感情，已經深深在我心內裏藏
着。

本文榮獲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舉辦
的「感愛、敢動」聯校公民教育徵文比賽優異獎

讀書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