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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013(星期一)的
結業頒獎禮已完滿結束。當天邀

請了多位嘉賓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

語文教育組高級課程主任鄭文亮先生為我

們致詞。鄭文亮先生與我們分享兒時的往事，

亦勉勵同學們努力向前。今次的主題是「愛心、

智慧、勇氣」，一開始，由本校話劇隊的同學為

結業禮拉開序幕。透過話劇，讓同學明白若擁有

愛、智慧和勇氣，便無懼面對任何困難。話劇當

中亦穿插不同的表演項目：樂隊、日語、戲

曲、東方舞、花式跳繩、太極劍、獅藝、

手鈴、合唱等，各人投入的演出，能

有份站在台上，真是不簡單！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2012-2013年度

結業暨頒獎禮

愛心、智慧、勇氣

學體會主辦活動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2012 - 2013年度沙田區 女子乙組 5D 何南慧  50米背泳亞軍 
小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100米自由式亞軍 女乙團體殿軍
  
2012 - 2013年度區域小學 女子乙組 5D 何南慧  4X50米自由式接力冠軍
校際游泳錦標賽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活動
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A 彭怡婷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學校音樂節)2012-2013年度成績 1D 蔡巧晴   (一級鋼琴獨奏)           冠軍
 6B 鄧巧思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5B 劉佩泓   (巴松管初級組獨奏)    季軍
 4B 麥斯琪、4D 齊穎瑤(小學初級組粵曲對唱)亞軍
 5C 張健怡、5A 鄭靖柔(小學初級組粵曲對唱)季軍

第十七屆聖西西利亞 5D 吳穎湘   (四級鋼琴獨奏)          冠軍
國際音樂大賽2012 1C 鄭曉洋   (一級鋼琴獨奏)           季軍

其他機構主辦活動
保良局屬下小學 女子乙組   
第十一屆聯校水運會 5D 何南慧  50米自由式冠軍 100米自由式冠軍
 5D 劉鎧婷  100米胸泳殿軍

 女乙4X50米自由式接力亞軍
 5C 張佩霖 5C 符學柔 5C 劉潔楹
 5D 張芷晴 5D 劉鎧碠 5D 何南慧

 女乙團體亞軍
 女子丙組
 4C 余芷儀   50米蝶泳季軍 

2012-13小學學界非撞式及 男甲冠軍 男甲最佳運動員 6B 梁鎮添
帶式欖球錦標賽(下學期) 女甲亞軍 男乙亞軍 女乙季軍
 男丙殿軍 女丙亞軍 全年總冠軍

沙田蘇浙公學 男子組4X100米友校接力賽亞軍

第二十七屆陸運會 5B 黎晉熙 6B 梁鎮添 6B 許浚豪 6C 陳琸衡

視藝科校外比賽成績
保良局2012國際合作社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  三等獎 4A 陳寶樺 4A 陳兆瑩
   世界賽  三等獎 4A 陳兆瑩

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獎學金
   6A 曾佩欣   6B 陳韋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5周年活動──沙田區書法及國畫比賽入圍獎
   6B 鄧巧思

2013《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列》繪畫、口號創作比賽及填色比賽
   填色比賽傑出表現獎 6B 陳韋言
   填色比賽優異獎 3A 陳世澄  5D 趙譽逸  6A  李鈞豪  6D 黃稀桐

普通話話劇組
比賽名稱 舉辦機構  獎項
第九屆全港小學 毅智書院、 最佳女演員──6D黃稀桐
普通話話劇比賽 教育局  最佳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關惠文老師、6B陳韋言
   初賽組別金獎
   全港冠軍
   3B鍾景熙 5C張健怡 4D韓凱莉 5D張斯澄
   4D齊穎瑤 6B陳韋言 5A招海晴 6B鄧巧思
   5A謝晞雯 6D陳依琳 5A郭芷睿 6D黃稀桐
   5B林晉丞 6D余詩慧

香港學校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劇本獎──張寶雯老師
戲劇節2012/13 教育局  傑出導演獎──張寶雯老師、關惠文老師、6B陳韋言
   傑出演員獎──5C張健怡、6D黃稀桐、6B鄧巧思、
          6D余詩慧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4D韓凱莉 5C張健怡 4D齊穎瑤 5D張斯澄
   5A招海晴 6B陳韋言 5A謝晞雯 6B鄧巧思
   5A郭芷睿 6D陳依琳 5B林晉丞 6D黃稀桐
   6D余詩慧

『同一天空下』 兒童故事演繹—傑出 3A蕭祖成 5B林晉丞
權利創意解難比賽 故事演繹—亞軍 5A招海晴 5A郭芷睿 5A謝晞雯 
 故事演繹—季軍 3B施童靖 3A朱素君 3A梁詠嵐
 故事演繹—優良 4A陳凱淇 4A廖希宜 4D齊穎瑤 4A王卓嵐
 故事演繹—優良 5A譚詠之 5C張健怡 5D張斯澄 5B周文玲
 劇本創作—優良 張寶雯老師

常識科校外比賽成績
第十六屆「常識百搭」 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傑出獎
 5A羅俊熙 5B屈曼祺 5B馬雪泳 5C衛子穎
 6B陳韋言 6B陳文彥 6B袁靖嵐

粵語話劇組
第六屆校際廣播劇比賽 優異獎
 4A鄭梓諾 4C余芷儀 5A余健楷
 5B鄭思朗 6C鄧俊希 6D陳朗申

數學科校外比賽成績
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銀 獎 5D趙譽逸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初賽香港賽區 銅 獎 4A黎健熙 4C徐于政 4C蔡賜宏 5C梁倬維 5D何卓鳴 6A曾柏誠 6C李昱良 6D李昱廷

2013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銀 獎 4A黎健熙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銅 獎 4C蔡賜宏 5C梁倬維 5D何卓鳴 5D趙譽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3(香港賽區) 初賽 一等獎 5A羅俊熙 
 二等獎 4C張樂培 5D何卓鳴 6B蕭丞博 6C李昱良 6C樊沛銘 6D余詩慧 6D陳依琳               
 三等獎 5B馬雪泳 6A曾柏誠 6D李昱廷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2013(華南賽區) 二等獎 5A羅俊熙  三等獎 5D何卓鳴  優秀獎 5B馬雪泳 6D陳依琳 

「華夏杯」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2013 一等獎 5A羅俊熙  三等獎 5D何卓鳴 

2013年第22屆「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優異獎 4A黎健熙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三等獎 5D趙譽逸 5D梁銘耀  優異獎 2D張皓明 

2013年<多元智能盃>大賽 二等獎 1D金瑯婕 5A羅俊熙  三等獎 5D趙譽逸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2013香港選拔賽 一等獎 5A羅俊熙 5D梁銘耀  二等獎 6D余詩慧  三等獎 3B符學正 4C張樂培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2013決賽 三等獎 5D梁銘耀 

<2013第10屆解難奧林匹克>香港個人賽 銀 獎 5A羅俊熙

<2013第10屆解難奧林匹克>香港個人賽決賽 金 獎 5A羅俊熙 

2012年資優數學<環保杯>全國邀請賽(香港區) 初賽 二等獎 5A羅俊熙  三等獎 5D梁銘耀  優異獎 2A陳子軒 4A黎健熙 4C張樂培 6D陳依琳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 獎 5A羅俊熙 

2013年春季<世界數學測試> DISTINCTION 5A羅俊熙 5D趙譽逸

2012-13年度
下學期比賽獲獎成績

編輯委員會
顧問：張炳堅校長  總編輯：曹韻怡老師  編輯：李旭華老師 楊家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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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各學生演技精湛，有觸動人心的片段；有輕鬆風趣的表達，亦有令

台下的觀眾發出陣陣的笑聲。舉辦了多年的話劇，我們發掘了不少有演藝細

胞的同學，亦為同學提供了不少舞台的經驗，再次恭喜各組同學演出成功。

PLKSHS Got Talent  才情熱滿今晚夜
一年一度的「才情熱滿今晚夜」於2013年4月26日晚上在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舉行。本校

已是第19年舉辦話劇表演，而今次演出運用三種不同的語言去演繹三齣不同主題的話劇。

三語話劇

第一齣是廣東話

話劇----《梁山伯與
祝英台》，內容是祝英

台和梁山伯至死不渝

的愛情故事。

第二齣是普通話話劇

-----《公主變變變》，自小
驕生慣養的公主，經過紀律營

內的訓練，便變成一個有責任感的

人。該劇榮獲2012/13香港學校戲劇
節的傑出劇本獎及傑出導演獎，並

在第九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

賽中獲得最佳女演員、最佳導

演獎、初賽組別金獎及

全港冠軍。

第三齣是英語話劇

----《綠野仙蹤》，桃樂絲
到了一個神秘國度，憑著愛、

智慧和勇氣，終於成功對付西方

的惡女巫。該劇榮獲2012/13香港
學校戲劇節的傑出劇本獎、傑

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

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合

作獎。

成長的天空

日期 活動 地點

17/01/2013(四) 小六半日活動-義工服務
火炭穗禾苑仁愛堂

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中心

26/01/2013(六) 小五全日活動(一)-燒烤 粉嶺鶴藪郊野公園

23/02/2013(六) 小六全日活動-定向追蹤 香港動植物公園

09/03/2013(六) 小五全日活動(二)-樹屋體驗 大埔樹屋田莊

小四愛心之旅。仁愛堂

香港台山商會長者鄰舍

中心。組員做小主持帶

領懷舊金曲考考你。

大家一起體驗農夫的辛勞

大家都很認真和細心地

協助長者製造新年掛飾

小四挑戰日營。上水展能運動

村。組員們齊心合力完成大腳八

大合照

小四再戰營會。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大家

相處了兩日一夜，帶著依依不捨心情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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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就是蕭漢森小學的旅行日，一大班一至三年級的小朋友浩浩蕩蕩來到北
潭涌渡假村探望「我」。「我」是誰？「我」就是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叔叔呀! 早在
一九七九年，「我」就已屹立在西貢北潭涌，可以見到每一張歡樂的笑臉，就是我

的存在意義。

你看看當日這班小朋友玩得多麼開心、多麼興奮。「我」想他們一定在起程

時，已盤算在營裡玩什麼。這裡有一班小朋友在玩集體遊戲呀！當老師一叫「沙

田」，一大班小朋友帶著既驚喜又開心的笑臉，跑到老師指定的區域。他們全程投入

的精神感染到整個渡假村，時刻都能聽到歡樂的笑聲。另外，有一班小朋友在參與營內

的活動，看見他們這麼認真的表情，就可知道他們是一班積極活潑的小朋友。為什麼

有一群小朋友圍在這裡？原來他們在參與小手工勞作活動。似乎他們很享受當日的節目。

哈！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叔叔，「你」不要以為只是你們這邊玩得開心。我們的四至六年級

同學也玩到樂而忘返。對不起！忘記自我介紹，「我」就是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哥哥。雖然

「我」沒有像「你」這樣德高望重，但其實「我」已在一九九四年正式為市民服務。「我」為營友

提供了不同的活動，例如有射箭、踏單車。你看同學射箭時的姿勢多標準。另外，有不少同學在樹

蔭兩旁踏著單車。看看這些風馳電掣的同學，活像參加比賽的運動員。他們

在這裡流著每一滴汗，代表他們玩得十分認真。這正是我存在的目的，就

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work hard, play hard.”

在五、六年級這兩年裏，我們去

過澳門考察、海洋公園和畢業營等。每

一次都十分難忘，讓人回味。可是，每

次我都會後悔為何沒有玩得盡興，但我

仍然很樂在其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

班有位同學沒有來畢業營，不知道當中

的原因。如今離別了，祝願各位同學學

業進步，各位有緣再會！

6A 林琬茵

經過了六年，終於畢業了！由一

個矮小的一年級生到一個高大的六年級

生，就只需短短六年。現在我的心情又

傷心、又愉快，百感交集。我希望各位

同學上到中學後可以開心愉快地成長，

再見了各位。

6B 鄭珮琳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生活

就要劃上句號。回想起從前一無

所知的我，全靠我的好同學的鼓

勵、好師長的包容，才能成全現

在的我。我向各位承諾，我一定

會努力讀書，回報母校，成為社

會上有用的人。

6B 陳韋言

我在畢業旅行、畢業營等這

幾次活動中，學會了很多知識。

我很高興終於畢業了，同時又不

捨得各位同學和這學校的一草一

木。我很感激所有幫助過我的老

師，我答應你們，將來要做個對

社會有貢獻的人。

6C 李昱良

六年轉眼間就過去了。本來

剛踏入校門、對學校一無所知的

我，現在已是一個懂性、勤力的

人，這都全靠校長和老師們六年

來悉心的教導。所以，我以後會

努力讀書，為社會出一分力，回

報母校的恩情。

6D 余詩慧

旅行日 畢業同學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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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家長心聲

一年一度的畢業同學謝師宴，已於本年7月5日（星期五）假沙田麗豪酒店
舉行。今年一改以往的習慣，以午宴取代晚宴，好讓各位老師及同學能好好預

備其後的結業禮。

各班畢業同學盡心盡力為大家表演練習多時的項目，當中有舞蹈、魔術及

唱歌。勁歌熱舞之餘，當然不能缺少抽獎環節。同學們都十分緊張，不知道能

否被抽中。校長、嘉賓及老師們亦跟同學與及其家長們談得非常投契。大家都

想藉着今次機會互相道別，有些同學更淚流滿面，足見大家的依依不捨之情。

 希望各位畢業同學能不忘老師的教誨，努力、勇敢面對將來的挑戰！

畢業同學謝師宴

親愛的蕭小：

回想起六年前我兩個女兒雙雙、萱萱初踏入「蕭小」時，我那時的心情多麼忐忑不安、萬

般不捨。擔心她們無法適應粵語而結交不到朋友、不理解升學制度而不知所措。但是當曹老師牽

起她們小手的剎那，我頓時心裏明白可以放心地將她們倆交給「蕭小」。

這六年來孩子們經歷了各種酸甜苦辣。看著她們張著小嘴在合唱團裏準備比賽前的加時操

練，父母不由得倍感心疼。家兒老師將這群孩子們的歌聲訓練得有如天籟之音，以完美演繹取得

新界區冠軍時，全體師生均無比興奮。那份榮耀得來不易，我明白了家兒老師的苦心！初看到何

老師將女兒的中文詞語本批改得體無完膚時，不免心急如焚。多少個夜晚女兒一筆一劃地在本子

上刻字，多少次何老師一次又一次地批改，現在女兒的字體端正秀麗，我感謝何老師的耐心！運

動場上下著雨，擔心女兒練習欖球時難免會淋雨受凍，但她居然對我說：「這點雨算什麼，要比

賽了。」這是鍾sir給他們的勇氣！面臨升中選校，我更是一團混亂、六神無主，全有賴Miss Lui

給我的建議，讓我可以安心地去面對這個抉擇！看著Miss Tang精心排演的話劇，台上的孩子們

個個演技精湛、充滿信心。落幕了⋯ 席上的家長滿臉驕傲，拍爛了手掌！

 如今才明白，很多滋味要等一段時間後才能體會，而這些事在經過時間的洗禮後只剩下

感動和溫暖，曾經的辛苦、埋怨，彷彿都已煙消雲散。新的旅程即將展開，背囊裏有的只是滿

滿的「愛意」及「回憶」。

要離別了！真的很幸運能在蕭漢森小學與您們相遇！謝謝校長、謝謝各位老

師，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謹以最真誠的謝意及敬意，祝願老師們萬事如意、身體健

康！依依不捨，唯有道一句「珍重‧再見」！

          程雙雙、程萱萱家長

星期天
，兒子

高興地
拿着畢

業相給
我看，

感覺這
六年時

間過得
真快。

回想一
年級開

學的

第一天
，兒子

上校車
後，望

着我想
哭的樣

子，轉
眼間，

今天已
是快將

畢業的
六年級

學生了
。

這六
年的

小學
生活

奠定
了孩

子人
生重

要的
階段

。學
校和

老師
對孩

子的
教育

、啟
發、

愛

護、關
心，是

孩子的
啟蒙；

是孩子
的學習

對象；
是孩子

的方向
明燈。

兒子今
天在學

業成績
大有

進步，
掌握知

識，在
能力、

思想和
品德上

提高了
，多謝

校長和
老師努

力付出
、悉心

培育、
專業

教導、
關心愛

護，作
為家長

實萬分
感激。

兒子，
媽媽很

高興你
們今天

學懂自
律、認

真、關
心別人

、樂於
幫助他

人；受
挫折或

失敗

後仍可
抹光淚

水再勇
敢面對

、再努
力的態

度，媽
媽感到

十分欣
慰。請

繼續以
積極態

度去接
受新

的挑戰
，展開

人生另
一新階

段。

李昱良
、李昱

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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