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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廣家庭、社區及學校
的協作，規劃全年的環保課程和活動，

讓各持分者實踐綠色生活，並與社群分享環保
訊息，成就獲得肯定，榮獲 2016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 ( 小學組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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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  ：李文綉老師   曾潔玉老師
百欣小記者：6A 官凱程  6A 徐婉琦  6A 羅裕康  6A 李穎妍  6B 黃洛潼  6B 黎卓瀅  5B 郭卓恩  5B 柯巧晴  5B 張曉淇

5B 岑家穎  5C 袁美琪  4A 黎妍霞  4A 葉芷晴  4B 何庭熙  4B 葉子彤  4B 劉凱澄  4B 湯恆智  4B 黃思淇    
4E 郭俊彥  4E 孫曉慧  4E 袁嘉銘  

各位同學，相信大家對「樂聲」這個家電品
牌名稱不會陌生，但大家又是否知道，我們尊敬
的蕭成財校董就是樂聲牌專賣店的董事長呢？在
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我們幾位小記者，便到了蕭
校董位於元朗的辦公室進行訪問。

蕭成財校董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的家庭，中
學畢業後就投身社會工作。蕭校董抱着自強不息
的精神，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由一名電話公司技
工，成為現在一位成功的生意人。蕭校董認為要取

得成功，必先具有智慧，而「知人者智」就是蕭校董的營
商之道。他表示一位成功的商人，必須能夠了解客戶的情
況，針對客戶的訴求，從而提供他所需的產品或服務。

此外，蕭校董語重心長地訓勉我們幾位小記者說：「在
社會中工作，良好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他勸勉我
們，要好好學習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同學之間要互相幫
助，珍惜彼此的友誼，從小打好人際網絡的基礎。我們知道，
蕭校董從事地產行業期間，就是憑着誠懇和踏實的工作態度，
逐步建立起廣泛的人際網絡，讓他得到了不少難得的機遇，逐
漸走向成功的。

蕭校董的訪問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我們幾位小記者認
真思考了校董談及的「成功之道」，並反思自己的不足。我們
會以蕭校董的人生經驗為借鑒，努力汲取知識，讓自己成為有
智慧的人。希望我們長大後也能如蕭校董一樣，在社會上有一
番成就吧！

 小記者：黎卓瀅、郭卓恩、張曉淇、葉子彤、黎妍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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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和蕭校董開始進行訪問

蕭校董鼓勵小記者要珍惜學習機會

蕭校董向小記者分享營商之道

蔡校監代表學

校接受獎座

蔡衍濤校監、林碧珠校長、楊慧玲副校
長、家教會主席張麗儀女士、李俊英主任
及學生代表 6A 官凱程一起出席頒獎禮。

學校勇奪殊榮，蔡校監
喜上眉梢。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張麗儀女士

張麗儀女士協助老師帶領學生到香港潮陽
同鄉會參觀

張麗儀女士在十周年英語音樂劇
表演當天接待嘉賓

家教會委員與三位學生得獎者
開心合照

社 會 福 利 署 頒 發
義務工作金嘉許狀
( 團體 ) 給本校，
表 揚 同 學 們 積 極
參與義工服務。

季 軍 6A 李 穎 妍 ( 左 )、 亞 軍
6A 官 凱 程 ( 中 )、 優 異 獎 6B
黃洛潼 ( 右 ) 一同留影

家教會五位委員接受小記者訪問

訪問完成了，蕭校董與小記者一同品茶

小記者為蕭校董送上小禮物和感謝卡

學校推行的「服務學習獎勵計劃」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各種不同的義務工作，發揮互助互
愛的精神。除了學生外，家長亦不遺餘力地參與
校內及社區服務。在本年度的元朗區傑出義工選
舉 2015 中，本校家長教師會榮獲成人團體組季
軍；三位六年級同學在兒童及少年組獲得以下殊
榮：6A 官凱程勇奪亞軍、6A 李穎妍榮獲季軍及
6B 黃洛潼榮獲優異獎，學校更獲社會福利署頒
發義務工作金嘉許狀 ( 團體 )，以表揚本校學生在
2015 年積極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會達 21780
小時，可見本校家長及學生均積極參與義工服務。

傑出義工選舉 2015

我們請家長姨姨分享參與義務工作的感受
時，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說：「能夠幫助別人，其
實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我們深深體會到『施比
受更有福』的真諦。」家長們每次完成義務工作
後，都會感到依依不捨。受助者展露真摰的微
笑，一句真誠的問候，都令他們十分欣慰。聽過
家長姨姨的分享後，我們決定從今天起要積極參
與服務工作，讓自己的生活充實又有意義。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張麗儀女士參加「第四屆
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榮獲「十大傑出家長教
師會領袖」獎，全校師生雀躍萬分，大家都衷心感
謝張女士 ( 官太姨姨 ) 為學校、為老師、為同學所
作出的貢獻。

第四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榮獲「健康校園銀獎」

榮獲「第十三屆香港綠色學校

金獎」

梁特首帶同學們參觀花園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
女士與林校長及李
俊英主任合照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到地下小農地欣賞同學栽種的收成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與同學們留影

在第十五至十八屆(連續四年)勇奪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小學組最優秀學校

同學們一起跳大繩，健康活力齊展現。同學們積極參與社區植樹活動

家教會榮獲傑出義工季軍；三位

六年級學生勇奪義工獎亞軍、季

軍及優異獎

獲頒「2014 啟發潛能教育獎」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頒發「活力校園獎」

獲頒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最關愛家校

合作」主題大獎

榮獲 2014 至營學校認證

 小記者：柯巧晴、袁美琪、何庭熙、袁嘉銘

本校以「篤行力學」為校訓，除重視我們五育均衡的發展外，更著重身、心、靈健康
的培育。本校自 2012 年起參與「優質教育基金健康校園網絡計劃」，發展健康校園，更在
2015 年榮獲由「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校園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
局頒發「健康校園銀獎」。本校對六個發展領域的概況如下：

1. 健康校園政策及指引

本校以「建立健康校園」為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成立「健康校園小組」推展各項
工作，制定全面的健康校園政策及指引，並諮詢教師及家長的意見，共同建設健康校園。

2. 學校環境

我們早於建校時已決心打造綠色校園，並制訂完整的環保校園政策，每年舉辦多項環
保活動，讓各持分者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生活。我們十分榮幸獲得第十三屆香港綠色
學校獎小學組「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全港「校園齊惜福計劃」金獎、中大保源行動「綠
色微電影」最受歡迎獎（小學組）等，可見「綠色」的種子已散播在每一個學生、老師以
至家長身上。

3. 校風與人際關係

我們透過一連串的校本輔導活動建立讚賞和關愛文化。我們連續四年榮獲「仁濟醫院
德育及公民教育獎勵計劃」小學組最優秀學校；亦連續多年獲「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
校園榮譽。我們著意推行「一生一服務」政策，提升學生的責任感，連續多年獲得社會福
利署頒發「10000 小時義工服務」金獎。本校致力推行啟發潛能教育，並榮獲國際啟發潛
能教育聯盟 (IAIE) 2014 Inviting School Award（啟發潛能學校大獎）。

4. 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 

本校透過課程及活動推行健康教育，涵蓋「十大健康主題」，讓我們能按發展階段建
構所需知識、概念、技能和經驗，激發改善自身和他人健康的實踐動力。 全校師生積極參
與運動，建立活力校園，榮獲康文署「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頒發「活力校園獎」。

5. 家校與社區聯繫

我們實踐「家、校、社」合作模式，透過學校、家庭和社區人士建立夥伴關係，讓他
們參與和籌劃校內促進健康工作。本校於 2012 年獲頒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最關愛家校合作」
主題大獎，肯定各教職員及家長為學生作出的貢獻。

6. 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

本校透過實施有關疾病預防和控制工作、有系統的健康記錄、基本急救服務、對有需
要學生之照顧與跟進，以及職安健推廣等方面的策略，確保學生及員工的健康。學校亦推廣
健康飲食，榮獲衛生署「至『營』學校認證計劃」頒發「基本認證」及「健康小食優質認證」。

我們參與「香港健康促進學校認證」獲得良
好的成績，是主辦單位給我們的一份認同和鼓舞。
展望未來，本校將持續促進健康校園及推廣健康
生活，就評估報告中的建議，逐步完善學校的政
策活動及設施，讓我們在身、心、靈方面獲得均
衡發展。

健康校園在百欣 本校參加「校園齊惜福」計劃，在回收廚餘作為有機種植肥料
方面表現出色，獲頒「惜福學校金獎」，並有幸得到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和夫人梁唐青儀女士邀請老師和我們在 2016
年 5 月 11 日到禮賓府參觀及與特首梁振英先生分享種植的樂趣和
心得。梁特首鼓勵我們要繼續環保惜福，不要浪費食物，減少製造
廚餘，攜手愛護地球。梁特首更帶我們參觀他們的花園，園內種植
了小白菜、蜜桃、玉米、番茄等，他即時採摘番茄給我們品嘗，真
的很清甜啊！最後，我們還獲贈一棵小植物。我們期望在未來的日
子可以參與更多環保活動，為地球出一分力。

 小記者：黎妍霞、郭俊彥、孫曉慧、葉芷晴

蔡校監陪伴同學們一同出席參觀

大家在花園裏來張大合照

同學們為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送上親手種植的蔬菜

學生代表黎卓瀅分享後與眾人合照

全體在活動展板前留影

大家完成參觀活動後來張大合照

本校獲頒「惜福學校金獎」，李俊英主

任與學生代表出席頒獎禮。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到校了解同學種植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