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西蘭之旅
  PLK Joint School New Zealand Study Tour was held from 20th July to 31th July.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explore this eco-friendly country, New Zealand and also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live with the host families.

SETO YIU TUNG(5D)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this New Zealand 
trip. I learnt how to make my 

own bed, prepared my clothes 
ready every day. I also learnt how to 

do my project and homework well and how 
to cooperate with my teamates when we had 
the group work. In this trip, sometimes I missed my 
parents a lot. I learnt to be brave and did not need to 
cry because they will always in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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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CHUN LOK(5A)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in 

this study tour. First of all, I have learnt 
more about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is a 

very beautiful country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 The living pace there is slower than 

Hong Kong. I met many new friends in New Zealand 
South Auckland Middle School and I have learnt to 

be friendly with different people. I also learnt a lot 
about New Zealand, such as itʼs culture and many 
senic spots there. 
  Last but not the least,I had a chance to live with 
my host family. I love them very much, especially my 
host parents. My host mummy cooked the delicious 
food for me every day and took good care of me. My 
host daddy taught me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in English. 

I also love my buddies, they shared their toys with me. 
We always played together after school. 

  I love New Zealand trip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go there again and I will keep in 

touch with my host family.

YIP KWUN LUN TONY(5B)
  In this New Zealand Education 

Tour,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nce was 
living with my host family. They are kind to me 

and alway played with me. My buddy went to 
school with me every day. My host mummy 

cooked the yummy dinner for me every day. 
Sometimes after breakfast, they took me for 
shopping. When I was hungry, they bought 
some food for me to eat. 
  In this study tour, I have also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in New Zealand South Auckland 
Middle School and made many new friends 
there. We also visited many famous places in 
New Zealand, such as the Sky Tower and we 

looked around the Auckland city. We saw the 
Auckland Bay Bridge too. I have learned how 

to play the scooter with the host family and we 
played together when we had free time. 

  I found this trip was wonderful 
and I enjoyed the trip very 

much.

CHAN MAN KI(5C)
  In th is t r ip,  I  have 

learnt a lot of culture of New 
Zealand, like, Maori. I visited many 

tourist attractions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there. I had a happy and 

wonderful trip in this summer holiday.I liked 
studying with our new classmates in New Zealand 
South Auckland Middle School because all the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there are friendly and kind. 
I made a lot of new friends there and took a lot of 
selfies with them.
  I had many interesting lessons with them. My 

favorite lesson was PE lesson because I could 
play football with them happily. I am not 

good at playing football, so they taught 
me how to play football kindly 

and friendly.  1



西安之旅   四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六日，五年級參加了屬校的西安交流團，同學們能認識中國歷史
及文化，也藉此體驗西安當地人民生活情况。

陸焯茵(5A)
  我學懂了很多中國的歷史，
因為導遊介紹得非常仔細。我也

學會了要跟同學融洽相處，互相

幫助。我明白到不是每個同學也

有份去交流團的，所以我十分慶

幸我有這個機會。我很希望再有

機會參加其他交流團。

葉冠麟(5B)
  參加了這五天的交流
團真的令我獲益良多，我

體驗了不少當地的文化。

  這個交流團主要是參
觀博物館，而每個景點我

也很有興趣的，其中秦始

皇兵馬俑博物館及明古城

牆至今我還歷歷在目。

任明頎(5D)
  經過這次的西安遊學團，
我學會了中國不同時代的古代

的文物。其中，我最喜歡的文

物就是秦始皇兵馬俑，他不僅

是五大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

而且他有兩個半澳門那麼大。

我最喜歡兵馬俑的地方是那些

兵俑，因為我覺得它們有些

有頭，有些沒頭；有些是射箭

手，有些是騎馬的，很有趣，

所以我喜歡兵馬俑。可惜，如

果那些兵馬俑保持著鮮艷的顏

色的話，那整個兵馬俑不光是

有趣了，而且很漂亮。

葉穎君(5A)
  在這一次遊學團中，我學會了很多中國的歷史，也可以更好的與同學
融洽相處。我學到了怎樣搜集第一手資料。在這次遊學團中，我的溝通能

力變得強了。我也會更有效率，更仔細地閱讀有關景點的資料。

郭浩泓(5A)
  在這次西安的遊學團，我學會了中國古代的
歷史，雖然今次只有短短五日，但我也學會了怎

樣照顧自己，學會自律、自理和團隊精神的好

處，令我的印像深刻。

蘇霆浚(5B)
  這次的西安歷史文化考察之旅令我獲
益良多，認識了很多西安的歷史。因為這

次旅程，令我知道了單單閱讀書本是不夠

的，要實地考察。這次旅程令我最印象深

刻的是古城牆，至今有600多年歷史，但
依然穩固如山。

黃樂謙(5B)
  西安是中國唯一一個地區有著七千多年
文明歷史，並是多個朝代的首都。因此當地

幾乎在每寸土地下都發現有歷史文物。

  在這五曰四夜的遊歷，除了探討中國歷
史背景、文化外，我亦發現了西安這城市擠

滿汽車情况的原因。正如我所說，西安開發

任何土地必定會發挖到文物，建地鐵的計劃

也因此中斷。

張河匯(5B)
  我在這次西安之旅感觸良多，特別對當地文化風
俗，歷史文化有很多的見識。龐大的兵馬俑群實在令

人驚嘆啊！回民小吃一條街非常大，整條小吃街不衹

是吃的，還有各種紀念品。宏偉的鐘、鼓樓是一座古

色古香、歷史悠久的古代建築物，以晨鐘暮鼓鳴世，

這些建築物把我看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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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活動-拔蘿蔔
二年級活動-參觀豆品廠，品嚐豆腐花

三年級活動-參觀鐵路博物館

五年級活動-參觀農舍，學習製作竹筷子 四年級活動-赤柱一天遊 進行問卷調查六年級活動-澳門考察，參觀大三
巴

  本年度的「蕭小是我家」活動一如既往，
舉辦了生日會、聯歡會、試後大食會等活動團

結班上同學，增進彼此友誼。唯本年經費改由

「便服日」籌款活動提供，期望日後各家長能

鼎力支持相關籌款活動，令學生有更多姿多采

的學習經歷。

專題

蕭小是我家

同學們一起分享雪糕

聖誕歡樂一刻

舉行大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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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共情從難扭轉，心內那熱暖，仍是純真未變！」
校友古巨基感謝母校老師栽培後，畢業生唱起「友共情」，希望大

家情誼永不改變⋯⋯。

  2015-16結業頒獎禮於7月11日假沙田大會堂舉行，當日除頒
發畢業生証書、各級獎項外，還有各項表演節目，包括戲曲表演、

樂隊表演、中國舞表演等，讓學生有機會於舞台上展現各種體藝才

能。其中歌舞劇中同學們載歌載舞，唱出「三人行」、「STAND 
UP」及「紅日」，表現熱情澎湃，帶動全場氣氛。除令人憶起成長
難忘的點滴，更鼓勵畢業同學奮勇向目標進發。

結業禮

初級組中國舞

高級組中國舞

我們是第36屆畢業呀！

戲曲表演

薩克風表演

張莉文老師 羅美玉老師 關錦華主任

蕭漢森夫人頒發獎學金

男聲合唱

歌舞劇表演

榮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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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嘉曦(6D畢業生代表) 
  回顧六年的小學生活，有難忘、有快樂、有精彩
的，也有難過失望的一刻。六年了，我們從天真稚氣的

小孩，變成了成熟懂事的六年級生。除了要感謝父母，

也要感謝師長和同學。老師們的耐心教導，並從訓示中

吸取道理，培養良好的品格。亦感謝母校的各位職員，

令我們有一個整潔優良的學習環境和完善的設備。很快

我們就要畢業了，我們的心情就如當初升上小學一樣感

到迷惘和擔憂，以及對母校的不捨。讓我們帶着老師們

寶貴的訓誨、同學們的祝福和鼓勵、美好的回憶及對未

來的期望，踏向下一個里程碑，向夢想展翅高飛！

徐贊諾(6B畢業生代表)
  轉眼間，六年小學生活很快便結束了，這裡充滿着
難忘的回憶呢！ 還記得剛上小學時，我們還未熟悉新學
校。不過，得到師長和父母的指導和勸勉下，我們很快

便適應新生活。

  我們不得不感謝張校長，您為我們安排了很多學校
活動，讓我們獲得很多樂趣。我們也要感謝一直栽培我

們的各位老師，您們為我們悉心教導。

  今天，我們快畢業了，我們真的捨不得這裡的生
活，我們希望在新學校裡儘快適應新生活。

林佩玲(6C畢業生代表)     
  畢業在即，很快我們就成為一名中學生了，要離開
難忘的母校，離開一個個如慈母般的老師，離開所有如

兄弟姊妹般的同學，結束六年的小學生涯， 別美麗的校

園，去迎接人生另一個階段的生活—中學。此時此刻，

我們心潮起伏，百感交雜，喜憂參半，激動異常。

  高興的是，我們一天天長大，如一棵小樹，沐浴着
陽光雨露，茁壯成長，對知識的渴求也越來越大，小學

課本的知識是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必須到另一個領域

去尋找新的寶藏，踏上中學就是我們人生必經之路。

  歡喜之餘，讓我們憂心忡忡的，是歡快的小學生活
一旦結束，以後就再也無法重返往日，再也無法看到昔

日同學那一張張可愛的笑臉，再也無法聽到那一聲聲耳

熟的笑聲，再也無法坐進小學的課室裡，共同聆聽恩師

的諄諄教導，再也無法重溫往日的那一幕一幕，一想起

這點，我們會心頭哽噎，暗自淌淚。啊！我們捨不得離

開親愛的母校，捨不得離開親愛的老師和同學，還有我

們最愛的班主任－羅老師，您對我們如慈母般的關懷與

愛護，讓我們永世難忘，我們會努力讀書，他日成才，

服務社會，以報答羅老師對我們的厚愛！

劉心瑜(6A畢業生代表)
  六年前，我們從目不識丁轉眼變成現在會獨立思
考，有主見的孩子。這一切都全賴我校所有老師悉心教

導。他們除了讓我們學會課本的知識外，還給我們正確

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我們知道往後如何走我們的人生

路。在校園裏，我們每一位同學還建立了真摯的友誼。

我們祝願每一位畢業生能升上心儀的中學，並用心學

習，將來能成為社會的棟樑。

畢業感言畢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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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家長校董   

譚婉華女士

言語治療

謝師宴家教會講座家長心聲

  「小息喇， 我地去小食部買野食囉！我想飲鏟(橙)汁！」「唔去喇！我想留係課室涼懶（冷）氣。」很多時候在學校
都會聽見學生的懶音問題很嚴重。究竟懶音是甚麼? 懶音泛指口語中為了說話快速或省力，簡化、合併一些音韻，從而偏
離該詞彙的原有正確發音的現象。

  懶音往往會令聽者不明其意，因此造成不同程度的溝通障礙。其實現在學生的懶音情況愈來愈普遍。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們說話速度太快或貪方便，沒有充分運用口部肌肉，混淆了粵語相近音節。香港人常犯錯懶音字有廣東話的「廣」說成

「講」；「朋友」讀成「貧友」；「韓國」讀成「韓角」；「恆生」讀成「痕身」等。除了會令人誤會我們想表達的意思

外，長遠而言，會影響學升學面試，甚至影響將來工作機會。所以我地應該及早正視懶音問題，再針對改善，避免問題惡

化。如果家長發現學生有懶音問題，可以參考香港電台製作的「懶音逐個捉」或教育局製作的「咬字正確快‧易‧通趕走

懶音好輕鬆」教材套，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與生活化的例子，幫助學生克服懶音問題。學生亦可以找一些好的模仿對象學

習，例如中文老師同新聞主播，甚至記錄自己同模仿對象嘅讀音，反複聆聽同比較，了解自己問題所在。

改善懶音你要識

   有緣為母校服務的感覺是奇妙的！
   記得從前做班長的時候，也曾為老師們穿梭課室和梯間的印象仍然歷歷在目！現正再有機會回饋母校，也是一件令人
十分愉悅的事。

  為了做好家長校董這個角色，我亦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校董基礎培訓課程，從而希望
能夠有效和確切地肩負起這角色的任務。才發覺校董這個角色真不易為，除了要監察學校課程發

展的進度和評估成效，更要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及維繫學校的核心價值等的責任。

  但我深信每一位法團校董會的持份者，如辦學團體代表丶校長丶教師丶校友和我也願意為
完善學校而付出，亦會以整體學生的利益為依歸，擬訂學校發展計劃，並以確立期望達致的目

標而努力。

  在此，再一次多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希望不負所托，能夠為母校出一分力，也是我的光榮！
  我喜歡這奇妙的感覺！

2016年4月23日  健康與生活工作坊 2016 年 6 月 30 日 

畢業生謝師宴  本校六樓禮堂

2016 年 7 月 9 日

親子攝影工作坊  本校視藝室

參加者進行體適能測驗

工作人員介紹糖
與飲料的關係

家教會主席成學翔先
生致歡迎辭

講員介紹健康
與生活

各班代表致謝辭及各班畢業生
對全體老師致謝 校長致辭

扮野大賽

畢業生致送紀念品給全體老師

畢業班中英數老師獲
致送紀念品

收買佬遊戲

抽獎掀起全場
另一高潮

親子攝影工作坊 6



體育科

表演藝術

數學科

2015-16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2015-16 年度獲獎課外活動資料

2015-16小學學界非撞式
欖球錦標賽

女甲盃賽冠軍
  最佳運動員
女丙盃賽冠軍
男甲盃賽亞軍
男丙盃賽冠軍  
  最佳運動員

2015-16裘錦秋全港校際
閃避球錦標賽

男女混合組季軍

2015-16年度保良局足動
全城女子七人賽

冠軍
最佳球員 6A朱素君

2015-16保良局屬下小學
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冠軍及優異獎
男子初級組冠軍及優異獎
女子高級組冠軍及季軍
女子初級組冠軍

第四屆保良局屬下
小學足球邀請賽

冠軍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
普通話話劇比賽

優秀演員獎  3B陳殷熹

2015-16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獎、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
傑出合作獎是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級組：甲級獎
小學初級組：甲級獎

校際朗誦節
詩詞獨誦 粵語 女子組

季軍 3D楊詠如
優良 5B吳祉一 5C何汶穎 4A金瑯婕  
  3C周樂兒 2B陳芷晴 2D劉苡均  
 2D岑卓庭 1B吳祉嫣  
良好  2D梁思敏

詩詞獨誦 粵語 男子組

亞軍 5B劉津宏
優良 5D李樂天 5D麥煒堃 5D司徒耀彤
 4D林泊延 2D何汶錫 1A劉柏佑
良好 4A張樂然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
優良 5C陳文琪 4A張 悅 4B張詩怡 
 4C董楚瑤  
良好 1C黃希穎 2C郭怜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優良 2C許榮軒
散文獨誦 粵語 女子組 優良 4B吳 桐
散文獨誦 普通話 男子組 優良 3A朱傑毅 4A何鎳朗

English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3rd)  3C陳海盈
merit   2C李伊翹 2C楊焯謙 2C黃樂熙  

3A王學琦 3B林家智 3C林映悅
 3C陳蒨婷  4D勞筠婷  4D劉思貝  

4C屈敬謙 4C林珀鋯 5A陸焯茵
 5B吳祉一 5A駱彥丰 5B葉冠麟
        5B石子倫 5B王景樂
Proficiency 3C文思懿

英文歌曲-男童聲或女童聲
(5至6歲)

優良 1C畢康然
良好 1A蘇嘉懿 1B吳祉嫣 1B柏卓豪  
 1C彭濼曦

男童聲或女童聲(10歲或以下) 亞軍 3B陳殷熹
優良  3A王學琦 3B陳殷熹 5D石子倫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

優良 1A吳佩霖 1D盧家榆 2C杜珈瑩
 1D曾梓桐 2C杜珈瑩 1D曾梓桐
 6D林潔心 5C吳嘉銘
良好 3C陳蒨婷 3C陳海盈 3A林梓晴
 5B葉冠麟 4D鄒伊晴 5C鄭樂行
  3C林映悅 4D劉思貝 4A金瑯婕
 4D董楚瑤

長笛獨奏
初級組 良好 4A張廷瑋
高級組 優良 4D勞筠婷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初級組 優良 2B麥家睎 5B黃樂謙
    良好組 3D陸祐唯
高級組 優良 6C陳蒨喬

小號獨奏-初級組 優良 4A張樂然    良好4B盧奕喬

吹管樂小組
優良 6C陳蒨喬 6C李梓軒
   6A李芓穎 5B黃樂謙

直笛二重奏
良好 4A金瑯婕 4A孫泳嵐 4D羅柏鴻
   4A張樂然 4D黃詩婷 4D許穎妍

鋼琴獨奏一級

亞軍 1D黎奕希 
優良 1D張瑞楠 2A盧軼賢 2C鄭曉嵐
 3C張瑞瑩
良好 2A葉康晴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1B李煒堯 2B陳芷晴 2B麥家睎 
 4D趙蔚兒

鋼琴獨奏三級

亞軍(榮譽) 3B陳殷熹
季軍 2B吳芷攸
優良 4B呂穎欣 4A陳東尼(陳嘉文) 
 4B呂穎欣 4D周子茵 4D周栢浠
良好 4A張樂然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4D蔡巧晴 5A張展弘 5A郭 浩  
 5A王焌洛 6C蕭祖成

鋼琴獨奏五級 優良 5C李誠安
鋼琴獨奏六級 優良 6B馮錦聰
鋼琴獨奏七級 良好 6B符學正
小提琴獨奏一級 優良 2B楊溢熹 4A黃思諾
二胡獨奏-中級組 優良 5B黃希怡

箏獨奏 良好 6C吳嘉寶

2015 OLYMPRIX數學
奧林匹克選拔賽

(國際陳盃香港賽區邀請賽)

銀獎 3C朱俊諾
優異獎 3C劉桐芯  6A朱素君

2015/16 OLYMPRIX數學
奧林匹克難題邀請賽

銀獎 3C朱俊諾  
優異獎 6A 朱素君

2016《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1D黎奕希 4D周樂熙 5A駱彥丰
二等獎 3A曾瀚鋒 3A葉家甄 3B陳子鋒
 6D朱晨南
三等獎 1A劉柏佑 1A侯任希 2D李伊翹
 5C吳嘉銘   5C黃希怡 6B符學正

第二屆香港精算解難及
創意挑戰賽

銅獎 3D楊詠如

2016年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6B 徐贊諾
數學競賽三等獎 6C蕭祖成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暨2016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金獎 1A黃政睿 1D黎奕希 4D周樂熙
 4A錢璟昊 6A朱素君
銀獎 2B吳芷攸 2C鄭曉然 2A蘇鉦皓
    3D莊栢熙 3B陳子鋒 3A曾瀚鋒
 4C鄭曉洋 5D張皓明
銅獎 1A侯任希 3C朱俊諾 4D周子茵
    4D鄒伊晴 5A駱彥丰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3B陳子鋒
銅獎 3D莊栢熙 4D鄒伊晴 5D張皓明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決賽

金獎 2A蘇鉦皓
銀獎 1A黃政睿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6(香港賽區) 初賽

二等獎 3A王學琦 3A曾瀚鋒 4D周樂熙
    4A錢璟昊
二等獎 1D黎奕希 3D莊栢熙 3A 葉家甄
   5C陳文琪
三等獎 1A侯任希 2B吳芷攸 2C李伊翹
    3C朱俊諾 4D周子茵 5C吳嘉銘
  5B黃樂謙 6A朱素君 6B符學正
    6D陳若熹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2016（華南賽區）

晉級賽

二等獎 1D黎奕希 2B吳芷攸 3A曾瀚鋒
 6D陳若熹
三等獎 2C李伊翹 3D莊栢熙 3A葉家甄
    4D周子茵 5C吳嘉銘 5B黃樂謙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邀請賽2016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 4D周子茵
三等獎 3D莊栢熙 3A葉家甄 5B黃樂謙
  6D陳若熹       

2016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 3A王學琦
三等獎 3A葉家甄 4D周子茵 5B周子龍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香港區）

銀獎 4D周子茵
銅獎 5B周子龍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4D周樂熙 5A駱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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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比賽

PLKSHS Got Talent 
  「才情熱滿今晚夜」於2016年5月31日晚上在沙田大會堂文娛
廳舉行。除了話劇表演外，今次更加入粵曲獨唱《牡丹亭記》。

  感恩，才會珍惜。這是英文話劇「Kia Hora hold together」
想帶出的信息。當大家團結，就能排除萬難。普通話話劇《南瓜

湯》中，男孩和女孩常在對立中，如何和平共處。該劇榮獲2016
香港學校戲劇節的傑出整體演出獎及多個獎項。

  「後會有期」是羅美玉老師在舞台送給大家的話。《童真一
族》的藍圖是自24年前第一屆1992香港學校戲劇節代表我校獲獎
的劇本，是中文話劇組導演羅老師榮休前為我校的演出。羅老師醉

心話劇，為校取得不少獎項。當晚，她更邀請當年的演員前來觀

賞，當年小演員現在亦參與舞台工作。「戲如人生」，羅老師讓不

少學生演活了別人的人生，臨別謝話，場面令人動容。

  本校橄球隊於六月十日遠赴北京參加
全國青少年觸式橄欖球錦標賽勇奪佳績，

男子組U12碟賽奪得冠軍，全國總季軍；
男女子混合組U12盃賽奪得冠軍，全國總
冠軍。

開心校園印花

團購-木糠布甸

戰況激烈

團購-
水球大戰

團購-製作香蕉船

皇者爭霸戰-全校冠軍

團購-雪糕

才情熱滿今晚夜

顧問：張炳堅校長	 總編輯：關惠文老師	 編輯：施美雲老師	 陳漢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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