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snahkws.edu.hk 26619383

校長的話

寶校

在學校擔任校長的這兩年光景，真的充滿挑戰與
喜樂！在履新前，我已一直在構想如何建設一個
以學生為本、充滿童趣、平衡和愉快的學習環境
給我的小寶寶。感恩學校辦學團體及教師團隊的
支持，讓我能把想做的事逐一實踐；除了學習設
施與配套上的優化，課程和教學上也有顯著的革
新！充滿童趣的海陸空學習基地與校本課程的連
結，還有學校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學習機會及平
台，讓學生展現自身獨特的光芒，都讓我們更堅
決相信每個孩子的潛能以及他們的無限可能！

學生的笑臉、他們各自展露的個人成就，還有家
長熱情的關懷與鼓勵，是支持我們繼續進步的動
力！近日家長也興奮地與我分享喜訊：本屆升讀
英中的同學有一半人進了精英班。事實上，去年
升中派位的成績是歷年最佳，升讀 Band one 中學
的學生比率較以往提升超過一倍，更重要是學生

的亮點得到發揮後，還能透過自身才藝獲心儀中
學垂青，這證明我們著重學生全人以及平衡發展
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新學年學校將繼續投放
大量資源，逐步打造一個擁有豐富優質英語學習
環境及氛圍的校園，以豐富的英文語境及強大的
外籍英語老師團隊，讓孩子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下
建立穩固的英文基礎，也讓升讀英中的學生有更
好的銜接。

最後，還記得我在上任時送給學生第一個寶
（Polite）嗎？寶校最著重學生的禮貌，今年 12
月將帶同 40 名德育禮儀大使到日本交流，學生要
披荊斬棘，通過一連串評核才能獲得大使的美譽！
希望家長趁機鼓勵他們成為一個才德兼備、彬彬
有禮的樂觀好孩子！

To Infinity and Beyond
我有無限可能 海陸空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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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成員
我是吳家豪老師，我曾任多年數學科科主任、資訊科
技統籌主任及訓育組組長，現正服務於三水同鄉會禤
景榮學校。

我喜歡追求卓越，我擁有三個碩士學位 ( 資訊科技、
數學及特殊教育碩士學位 ) 及香港大學院長榮譽名單
嘉許獎。另外，在教育方面，我連續數年獲得了全國
華羅庚金盃數學比賽優秀教練員以及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香港委員會）優秀導師獎。另外，我的教學研究
成果亦曾於國際論文期刊 Springer 及亞洲頂尖教育
博覽香港學與教博覽中發表。

除了鑽研校內的教學外，我亦積極參與校外的專業發
展計劃。在 2015 年，我任職教育局卓越教育中心借
調教師；在 2017 年，我參加了賽馬會 CoolThink 運
算思維教育計劃；在 2018 年，我成為了教育局課程
發展組（數學教育）學習社群的成員。

我喜歡挑戰自己，這與學校的理念不謀而合。三水同
鄉會禤景榮學校不但重視創新教學，亦積極發展電子
教學。為配合學校發展，我正積極地提升自己的專業
能力，希望能為學校的發展出一分力。在 2018 年，
我成為了賽馬會舉辦的 InnoPower 教師創新力量計
劃的一員，與一群具創新意念的教育學者到英國和荷
蘭學習創新教學。

這個計劃擴闊了我的視野，我建立了一套創新的教學
理念，並把這套理念帶回學校，結合人工智能和遊戲
學習提升教學效能，而幸運地，這個計劃獲得了香港
大學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優異獎。今後的電子學習發
展會愈趨普及，亦會有更多人工智能的應用，盼望我
在禤景榮學校能和大家一起實踐資訊科技校園，讓教
學變得更有趣。

大家好，我是新加盟𧝁景榮的鄒海寧老師，專責教授
英語及規劃課程，我希望透過跨學科主題研習及互動
式教學讓同學體驗高階思維模式，令他們愛上跨領域
閲讀，愛上學習。

在過去的教學生涯中，我曾擔任多年的英文科科主
任，在任期間致力推動優質英文課堂、規劃英文寫
作、說話課程及發展以英文科為主導的跨學科主題學
習，並引入電子學習和 STEM 元素，大大提高了學生
的英語學習興趣及英文能力。在過去數年，我亦很
感恩能以借調老師的身分在教育局語文支援組 (EDB 
LLSS) 擔任支援主任的角色，協助其他學校改革英文
課程、帶動老師設計互動教室、靈活運用學習數㯫、
與有共同理念的老師組織學習圈、分享經驗及舉辦工
作坊等等，令我更清楚了解老師和學生在二十一世紀
教與學的需要。

「教好每一節，備好每一課」是我在教學路途上的座
右銘，我的目標是讓同學感受學習的樂趣，學會學
習。再次感謝禤景榮學校讓我加入這個溫暖的大家
庭，待我們一起同行、努力、加油，為同學建造理想
的學習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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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課程主任 鄒海寧老師

Greeting 數學科科主任 吳家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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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英語學習環境
小一英語活動回顧

同學在體育課跟港隊外籍欖球教練學習打欖球，初
次接觸欖球他們都很興奮呢！

在英語課中，外籍老師 Miss Rina 利用電子學習讓
同學能在教學中互動答題，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在一星期四天的小一早讀課，外籍老師會到各班跟
同學講故事，讓他們能夠從故事中學習。

在午間小息活動，同學到禮堂與外籍老師 Mr Darryl
一起唱歌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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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做更好的自己

三日兩夜的教育營訓練讓同學大大提升了自理能力，
也讓他們更懂得互相關懷和體諒。

小四教育營及成果分享會

在教育營的成果分享會，一眾家長來到學校見證子
女的成長，場面溫馨感人！

班主任營後感想

4A 譚敏菁老師

「睇齊，放低，稍息，企直。」；「老師，早晨。」；「老師，
辛苦你。」......
         
教育營雖然過了一個多月， 這一句句的口號、溫馨的問候在我
腦海中仍一直縈繞着。 我們 4A 班同學，在這三天的教育營經歷
了不一樣的學習和體會。 透過不同的活動及訓練 ，見證 4A 班
每個孩子在自理能力、情緒管理、自信心建立等各方面有一定程
度的改善，倍感安慰。更可以說是老師和同學一同成長，願 4A 
班每一位同學在這片成長的天空，自由地飛翔，飛得更遠飛得更
高，在學習中不斷突破，探索新的自己。

4B 陳淑鍁老師

三天兩夜的教育營，轉眼之間已經完滿結束。從第一天的
懵懂少年，呆呆的左顧右盼；到後來懂得照顧自己，照顧
同學，照顧教練，照顧老師。
 
整個活動過程中，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扶持；呼喊着自己
設計的班口號，共同完成任務。曾一起哭過笑過，為成為
更好的自己而訂下目標；更能驕傲的向他人說，我是 4B
班的一份子！

4D 廖詠雯老師

在三日兩夜的營會中，看見 4D 班學生有明顯改變，他們
學懂感恩、守規則、與同學合作等……學生有美好的體驗
和有效的學習， 我為他們感到欣慰！

此外，負責機構十分專業和認真，能按學校的需要提供服
務，流程編排、活動設計、導師帶領都非常出色。

盼望將來再有機會帶領學生參與教育營，與他們一起經歷
成長和不一樣的學習。

4C 刁頌殷老師

三日兩夜的教育營眨眼便結束，我見證着他們一開始是「入
camp 玩」的心態，到在營裏要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提升
集中力、培養自理能力、學習遵從指令……一班小朋友轉
眼就好像變了一個「小大人」，他們開始會主動去服務、
會互相幫助、向老師及家人訴說心聲 ...... 這三天，他們
都長大了！

雖然這三天的日子匆匆便過去，但是當中的每一個笑容、
每一個笑臉、每一個擁抱，老師也會銘記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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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finity and Beyond
                        挑戰無限可能
大灣區青少年編程及機械人大賽

The 5th Heros Taekwondo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搏擊季軍 套拳季軍

6B 周嘉儀

2019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亞軍
6B 周嘉儀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西洋畫高小組冠軍
李嘉曦 ( 畢業生）

全港校際漢字設計比賽優異獎
歐寶怡 ( 畢業生）

入選香港女子手球 U12 代表隊
6D 石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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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組冠軍：4C 戴梓炫，4D 黃俊謙
香港組優異獎，傑出表現獎：3D 蔣玥，5D 趙耀彬
最佳表演獎：6D 蕭芷琳，6D 洪芷欣



畢業生展翅 Flying High

本校上屆派位成績十分理想，畢業的同學
當中有不少升上英中，好像是聖公會莫壽
增會督中學、王肇枝中學、恩主教書院、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等，當中更有過半
數同學考進了精英班；而在升上救恩書院、
圓玄學院第二中學等的同學當中也有超過
一半進了英文班。

畢業生升中情況

2013 畢業生

姓名 就讀中學 就讀大學 大學主修
蘇婧妍 柏雨 香港大學 醫學院 ( 內外全科 )
蘇智軒 救恩 中文大學 理學院
鄧雅文 圓玄 香港大學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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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
         發掘學生亮點

陳冠華（本校 2017
年度畢業生，現為英華書院學生及香港手球代表隊成員）

短短數月 由零開始學習手球到入選 U12 代表隊
從冠華口中得知他從初接觸手球到現在只有一
年，真令人不得不驚訝於他在學習手球方面的
天份。說起來他是在禤景榮從零開始學習手球
的，而且只有短短一個學期，在此期間已經成
為香港手球總會 U12 代表隊的成員，代表香港
到台灣與當地青少年進行交流，更因此行被英
華書院招攬進校。現在，冠華是英華書院的學
生，也是英華手球隊的成員。

禤景榮手球隊是在冠華六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才
成立的：「廣 Sir 是手球隊的教練，那時候他覺
得我很適合手球，讓我可以試一下。」就這樣，
熱愛運動的他抱着嘗試的心態和幾個同級的朋
友一起加入手球隊，成為了禤景榮手球隊的第
一批隊員。當時手球隊的成員都是冠華的朋友：
「我們星期六也會經常一起打籃球，大家相處
很融洽。」

或許是這個原因，憑著已有的默契，不出幾個
月的訓練，他們已經在北區小型手球比賽中得
到季軍。「這場比賽雖然得獎，卻讓我了解到

自己的技術並不全面，當時我真的很希望能儘
快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幫隊友減輕負擔。」
受技術所限的無力感讓冠華及後投放了更多的
時間和精力在手球練習，技術也日益進步。

對冠華而言，禤景榮是發掘和培養他手球天份
的地方，亦因為手球令英華書院主動向他招手。
英華手球隊曾在港九區手球賽奪得「十連冠」，
現在冠華作為當中一員，是一個大好的機會提
升他的手球水平，可升上英華書院後，手球隊
的練習密度大增，學業壓力亦同時大增，被問
到將來會不會因為學業而放棄手球，他堅定地

搖了搖頭，似乎時間、空間的轉變，也不會動

搖到他的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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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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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抗拒變成最愛 中國舞「戰無不勝」

彭諾一（本校 2018 年度畢業生，現為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學生）

在禤景榮提起中國舞，我想很多人都會想起諾
一，她從四歲開始學習中國舞，至今已有八年，
更已通過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第十二級，
亦即是最高的等級。要說這八年來得到的舞蹈
獎盃和獎狀，用堆積如山來形容也絕不為過，
也因為她在舞蹈比賽中的亮麗表現，吸引現就
讀的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學校長的青睞。

諾一小時候經常生病，母親希望跳舞能讓她變
得健康：「一開始我其實不喜歡跳舞，小時候
覺得拉筋很痛，但後來發現只要堅持下來，跳
舞是件很美好的事。」諾一是校際舞蹈節的常
客，學校每年都會替她報名參與比賽，而每次
她都會跳三隻或以上的獨舞曲目，最高峰的一
次是在 2015-2016 年度的校際舞蹈節，她一共參
與了六個不同的項目，更是全數獲獎。

諾一能有如此成績並非一朝一夕練成的，她也
一度想過放棄：「有段時間練腰和扶杆動作比
較多，而我這兩樣是做得最差的，我每次都感

到很挫敗，也讓我懷疑自己到底是否適合繼續
跳舞。」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長處和弱點，後
來諾一也明白這一點：「要改善只能不斷地練
習，平常在家我會站半小時一位腳，腰也是這
樣練的。」就這樣，諾一的腰和扶杆動作有了
明顯的進步，這兩個曾經的弱項也不再成為她
的羈絆。

現在，跳舞已經成為諾一人生極為重要的一部
分:「只有在跳舞的時候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也能釋放所有的壓力。」問到她在舞蹈上幾乎
已經做到了「戰無不勝」，未來的目標會是甚
麼 ? 她想也不想就堅定地說：「如果有能力，我
將來一定會做舞蹈家或者舞蹈老師。」從一開
始對舞蹈的抗拒到現在的不可割捨，諾一十分
慶幸學校找到自己的亮點並加以栽培，也因為
自己當初有堅持下去，才能真正體會到舞蹈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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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諾一

全人發展
         發掘學生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