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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便踏入猴年了！在新的一年，同學們有什麼目標？ 

 

    在我的經驗中，「幸運」從沒有降臨在我身上，助我取得成功。每一件令我

感到滿意或覺得成功的事情，清晰的目標、勤奮和永不言敗的精神是不可或缺

的元素。經驗告訴我，成功需苦幹成功需苦幹成功需苦幹成功需苦幹。在未達到「成功」以前，往往要面對不少

挑戰，但最終「成功」所帶來的喜悅卻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在過去數個月中，

我便目睹不少同學們的「成功」例子，其中令我最感動的是學校的足球隊，同

學們在不同的比賽中，面對強敵，都奮勇作戰；本校的「唱意無限」小組，首

次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學校音樂創藝展》，同學們都開動自己的腦袋，創作故事

和音樂，最終獲得《最佳演出銅獎》及《最佳記譜銅獎》，對他們來說，這是極

大的鼓勵。因此，我特別邀請了本年度「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的跳高季軍 6A

的鄺嘉雯同學在這期《青森 Channel》中分享她如何透過努力，取得佳績。她

的寶貴經驗，正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此外，我亦邀請了幾位在本學年加入周

演森大家庭的老師及於 3 月 7 日到任的新社工梁 Sir(梁盛凱)，分享一下他們對

同學的期望。 

 

  但願同學們在這新的一年，訂下目標，為「成功」而努力。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之道之道之道之道          6A 鄺嘉雯鄺嘉雯鄺嘉雯鄺嘉雯 

    10 月 29 日是「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的日子，雖然激動人心的運動會

已經結束了，但這次運動會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場面是跳高比賽，因為我也有參與這項賽事。現

回想起練習時的情景，在老師悉心的教導下，我努力克服和認真練好每一個

動作，終於能站在頒獎台上。雖然我只得季軍，但我已經很滿意了。這是我

憑着自己的毅力和努力換回來的成果，這也是我最後一屆為校爭光，總算沒

有令老師和校長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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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暉老師李曉暉老師李曉暉老師李曉暉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曉暉老師，本年度是 1C 班

班主任，主要任教中文科和體育科。我喜愛

游泳，年輕時(現在都很年輕^0^)已取得游

泳教師及拯溺教師的資歷。游泳有益身心，

亦是基本求生技能，適合任何人士參與，所

以我會積極推廣本校的游泳活動及全力發

展泳隊訓練。期望各位同學也能學懂游泳，

加入泳隊參加比賽，和我一同分享游泳的樂

趣。 

Miss Wan Sau Ching 

Hi, I am Miss Wan.  I come from 

another Tung Wah primary school in 

Tseung Kwan O.  I have been 

teaching for more than 15 years.  I 

always wanted to be a teacher when I 

was young.  I like meeting new faces 

every year.  That makes my life 

more interesting.  Every child is 

special and unique.  Come talk to me 

in English at recess and you may get a 

surprise! 

 

Miss Mak Cheuk Yan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Mak. It is 

so nice to see you all in this channel. I 

am a new teacher of the school. This 

year, I am the class teacher of Class 

2A. I teach English, General Studies 

and Visual Art. When you see me 

around school,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say hi and talk to me. I will be very 

happy if you can talk to me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ome and share your 

artwork with me during  

recess. See you all around 

 school. Bye! 

Miss Cheung Chung Ting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Cheung. I 

am glad to see you all in this channel. 

I am a new teacher in this school. I 

teach English, Maths and General 

Studies. I enjoy talking with you in 

English at recess and reading 

English books with you.  Do come 

and talk to me in English  

  when you see me at school. See 

you!  

梁盛凱梁盛凱梁盛凱梁盛凱    社社社社工工工工    

    大家好！很好高興能成為「周演森小學」的一份子。雖然我在學

校服務已有七年了，但對「小學社工」這項工作的熱誠依然濃厚，亦

明白到作為小學社工的使命。學校是一個讓同學學習智識的地方，是

一個學習與人相處的地方，是一個建立自信與夢想的地方。我希望陪

伴同學們一起成長，協助同學面對挑戰，分享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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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三院於 2015 年 11 月 22 日假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小學聯校足球同樂日」，讓學生在輕鬆歡樂

的氣氛下學習足球技術之餘，亦能夠與家長一同參賽，分享足球的樂趣。本院 13 間小學共派出 95 支

足球隊參加，本校就已佔 11 隊之多。由於當天是星期天，不少家長也抽空到會場支持子女，場面溫馨

熱鬧。在家長和老師的鼓勵下，同學們均表現投入，施展渾身解數，整個比賽過程緊張刺激，最後更奪

得了男子高級組亞軍，同學和家長們都盡慶而歸。 

 

 另外，足球隊亦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參加了本區足球盛事----葉紀南盃。本校今年派出不少新力

軍上陣，同學們全力以赴，結果獲得碟杯冠軍。在此我們祝賀本校足球隊，希望他們能繼續努力，再創

佳績。 

 

 

 

 

 

6A 容嘉儀
容嘉儀容嘉儀

容嘉儀  

雖然這是我的第一次參加足球同樂日，但是我玩得很盡興。雖然我們無

緣參加決賽，但是我在替能夠為入選的健兒們打氣，就像自己身處在球

場，一樣感到興奮﹗ 

1B 馮綽藍

馮綽藍馮綽藍

馮綽藍家長

家長家長

家長 

這個活動本人認為令我最欣賞

的地方是小朋友在活動中能享

受比賽的過程，就算結果不理

想，我校的同學仍大方地與對方

握手微笑，盡顯君子表現。 

5A 劉敏慧

劉敏慧劉敏慧

劉敏慧 

我覺得非常高興， 

因為可以享受這個歡樂的

時光。足球不但有益身

心，還令我們心情舒暢，

是一項對我們非常好的運

動。雖然我們落敗了，可

是覺得很開心﹗很多人都

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3A 羅奕霖

羅奕霖羅奕霖

羅奕霖  

我可以代表學校參加「葉紀南杯」是我的

榮幸。比賽中我們取得冠軍，我覺得很高

興。為什麼我們可以拿到冠軍？是因為我

們有永不放棄的態度和團隊精神。 

5A 李國燁

李國燁李國燁

李國燁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可以代表學校足球

隊參加「葉紀南杯」，我們在比賽中還得

到碟賽冠軍呢﹗最後我很感謝林 sir的教

導和提點。 

1B 鄭思語

鄭思語鄭思語

鄭思語 

 

In the football match, my teammates and I 

played together.  We cooperated well with 

each other.  At last, although we were tired, 

we were very happy. 

 

 

3A 施純傑

施純傑施純傑

施純傑  

我能夠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葉紀南

杯」感到很高興，比賽中，我更能成功

射進一球，真的非常興奮。最後，多謝

林老師及歐陽老師的指導。 

5A 楊昊雋

楊昊雋楊昊雋

楊昊雋  

我非常榮幸能夠代表學校出

戰「葉紀南杯」，並能在這次

比賽中奪得冠軍。 

我雖然沒有打足整個 

賽事，但就拿冠軍， 

十分興奮。 

1B 鄭思語家長

鄭思語家長鄭思語家長

鄭思語家長 

陪伴子女成長是件快樂的事，通過參加足球同樂

日，看到孩子們在球場上拼搏，發揮團隊精神，

真的很棒。雖然最後輸了比賽，但他們在我的心

中都是最棒的，值得自豪。 

3A 

  

 羅奕霖

羅奕霖羅奕霖

羅奕霖家長

家長家長

家長 

當看到小兒比賽的時候，感覺得他不經不

覺長大了，成長了，而且能培養小朋友們

的合作精神和鬥志，希望以後學校多舉辦

多一些這類型的活動。 

3A 施純傑

施純傑施純傑

施純傑家長

家長家長

家長 

足球同樂日當天，我和兒子純傑帶着

興奮的心情到維園，雖然在第一場比

賽中同學們發揮得不太理想，但經過

鄭 Sir悉心教導和指導，同學們打得一

場比一場好，戰術都能運用出來，希

望在來年聯校比賽中能取得更好的成

績。 

2A 楊昊

楊昊楊昊

楊昊雋

雋雋

雋家長

家長家長

家長 

看着孩子們流着汗，賣力地追着

足球，家長們有力地在場外打

氣，足球同樂日真是一個很好的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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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本學年再次參加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

辦的「渣打藝趣嘉年華 2015」大型戶外嘉年華之巡遊作品

創作計劃。所有參與計劃的同學於 2015 年 11 月 15 日穿著

自己親手設計及製作的服飾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大型巡遊

表演。學生穿著自己製作的頭飾和服飾，於銅鑼灣鬧市中

巡遊，跟圍觀的市民共享歡樂氣氛。  
 

 

   「繽紛智樂在演森」嘉年華會已於 2015 年 12 月 19 日順利舉

行，除本校低年級學生外，更邀請了數百名葵青及荃灣區幼稚園

學生參與活動，一方面是為同學們提供服務學習及表演的機會，

另一方面也可增進區內人士對學校的瞭解。從籌備到活動當天整

個過程中，全體教職員不分彼此、上下齊心，同學們積極參與、

投入學習，充分反 映 出對學校的歸 屬 感和高昂的團 隊 精 神。  
 

 

 

  為了提升為提升學生英 語 說 話的技 巧，增強 英 語運用的

信心及能力，本校已將於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 間舉

辦「英 語 説 話 精 修 班」(Whole Mind English Speech Program)，

藉 輕 鬆 互動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更能活學活用 英 語。   

  

      
    

  本校今年委 託東華三院音樂學院開辦管樂培 訓 班和敲 擊樂

班，並為小一同學提供基 礎 敲 擊樂課程，學生投入學習，成效 良

好。本校敲 擊樂隊更於 2 月 11 日 (年初 四 )參與了「東華三院音樂

學院聯校樂團 音樂會」，獲得好評。  

 

 

   《學校音樂創藝展 》 旨在為學生提供機會，讓 他們在集體

音樂創作活動中表達自我和獲得樂趣。今年是教育 局舉辦《學

校音樂創藝展 》第 25 年，也是本校首次參加是項活動，同學憑

着作品《 怪 盜 568》勇 奪《最佳演出銅獎》及《最佳 記 譜銅獎》，

實在可喜可賀。此外，教育 局 亦邀請本校同學拍 攝上述 誌 慶 宣

傳 片，藉著他們在片 段中就參與創藝展的經驗分享，讓外界瞭

解該活動的詳情和意義。該 片 段已在本屆《學校音樂創藝展 》

最後匯演開 始時播 放，稍後更會上載 至 youth.gov.hk 讓公眾 瀏 覽。   

為擴 闊同學們的視野，讓 他們透過親身 接 觸，加深對祖 國 歷 史

和發 展的瞭解，本校於 2015 年 11 月 26 及 27 日參加由教育 局主辦

之「同根同心」高小學生內地交 流計劃，安 排 五年級同學到東莞及

中山認識有關 歷 史人物及事件。根 據 領 隊老師的觀察，是次活動行

程順利，在專 業 領 隊的帶 領和講解下，同學們均能投入活動，積極

學習，是一次十分寶 貴的學習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