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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在現今複雜的社會裏，堅持信念及破舊革新需要很大的勇氣，更需要堅持！我們正
努力地擇善固執，相信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我們
希望打造一間充滿活力、機會、歡笑和愛的學校，竭力為孩子提供富有童趣的學習
環境、平衡而全面的課程、發揮潛能的學習機會與平台，以及以尊重和感恩為本的
德育培養。無論在語文學習環境及配套，還是體育或藝術培訓上，各老師都付出了
不少心血以成就學生成為更好的自己。
此外，學校培育孩子的前瞻性及獨特性不但得到坊眾的青睞，更得到傳媒的採訪及
關注，這些都鼓勵着我們團隊繼續堅持我們的信念。最值得感恩的是本年度學校聘
請了多位外籍英語教師，他們充滿活力、富熱情、具幽默感與愛心，為學校打造了
一片充滿歡樂的英語學習環境，讓孩子在輕鬆愉快的情況下接觸英語，改變他們害
怕學習英語的心態。學校正在急速進步，學生的學習也穩步向前，在這紛亂的環境
下，所幸老師與學生的表現讓我真的感到欣慰，才能平復一下忐忑的心⋯⋯
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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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 passionat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充滿熱誠的專業外籍老師團隊

Miss Rin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Ravneet Kaur but
you all know me as Miss Rina. I am originally
from India, but I have been living and teaching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experienced teaching in three different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dealt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 love teaching as I believe teaching is a lifelong
learning process and teachers play a very
crucial role in children’s learning. I also love
reading books, listening to music and dancing. I
am very glad to be a part of this school as the
teachers are very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and
the students are lovely. My goal is to make my
students love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become
confident English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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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Quinland

Hello! I’m Mr. Quinland and I’m from London, UK.
My favourite colour is red. My favourite book
is Prince Caspian and my favourite food is pizza!
I’ve been teaching for over ten years. My first
teaching job was in a primary school and then I
taught in secondary schools, colleges and even
community centres. Now I’m back in a primary
school, loving life at SSNAHKWS.
I love music and when I was a student I was
able to learn the trumpet, cello, piano, steel
pans, and recorder. It was difficult but it was
also really fun. I like to play musical instruments
whenever I can. I like playing lots of sports
as well – football, cricket, tennis, basketball,
badminton, table tennis, swimming, running,
jumping and more. I like team sports more
than I like individual sports because I like to
share my successes with others.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keep challenging
ourselves. When we achieve a goal, we have to
give ourselves more goals to achieve. We have to
keep pushing, keep trying and keep going!

Hello,
I am Mr. Rich. L
From New York, USA
I work primarily with P1 and P2. I interact
with students of all levels. Recently, w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Halloween, via
slide presentations, dressing up as Halloween
characters, and holding a Monster Fashion
Show. The students were fascinated and pleased
with the week of activities. Our team is looking
forward to providing more memorable events for
the students of Sam Shui Native Association
Huen King Wing School.
Our mission is to create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 students can enjoy
themselves and learn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music and curriculum
based activities. We appreciate the support
of administrators, staff, and parents; for
assisting our team to make the English speaking
experience amazing.

Mr.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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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我 盡展體育精神
第二十六屆校運會

校運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熱愛運動的同學展現平日的練習成果，運動場上比賽
激烈，同學也盡展體育精神（公平競爭、服從裁判並遵守規則），而校運會得以
順利舉行亦有賴於將近百人的家長義工團隊。
學校一直希望能發掘學生潛能，不限於學術，提供機會讓學生從不同方向發展所
長，今屆運動會的主禮嘉賓陳旭智校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曾任和富大埔足
球隊隊長，現為該隊副教練，帶領球隊取得佳績，證明在體藝的路上也能有很好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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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哥哥驚喜到訪
拍攝節目《Harry 哥哥好鄰居 IV》
Harry 哥哥常造訪一些有獨特及創新理念的非一般學校，而今次他特意邀請本校作
專訪，和同學一起玩欖球、變魔術、交換午餐，還有參與各種日常課堂活動，看
到 Harry 哥哥現身於校園，同學都覺得很驚喜呢 !
節目中將會看到學校多元化的課程設計、各個充滿童趣的學習空間，以及了解更
多學校的發展目標，完整節目內容（第十四集）可以在香港電台網站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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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每月 Fun Fair
萬聖節活動 Halloween Fun Fair

外籍英語老師會在小息 / 午息時間設置攤位，透過一些小
遊戲，讓同學學習與萬聖節相關的文化和生字，他們更
即場雕刻南瓜燈，同學對於南瓜燈的製作過程都十分感
興趣！

校長一大早就與一眾外籍英語老師悉心打扮，在校門迎
接同學。這一天，很多同學都穿著自己喜歡的萬聖節服
飾回校，共度驚喜難忘時刻。

義工團隊在萬聖節當天來到了學校，為同學畫上精美
的萬聖節妝容，看到完妝後那變得不一樣的自己，他
們都雀躍萬分！

64

小息時，校長和一眾外籍英語老師到達各個樓層派發
糖果，同學都很雀躍，還記得在拿取糖果前有一句話
要說，那就是：「Trick or Treat!」

午膳過後就是萬聖節當天的重頭戲 Fashion Show，
每個同學都會到禮堂中央展示自己的萬聖節裝扮，最
後由同學投票選出最受歡迎的裝扮！

感恩節活動 Thanksgiving Fun Fair

感恩節當日，一眾外籍英語老師穿上了印地安人的服
飾，跟同學講說外國感恩節的文化習俗，小息時更帶
上了感恩節不可缺少的火雞與同學分享，很多同學都
是第一次吃火雞，紛紛表示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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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潛能 成就更大的夢
學校一直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亮點，只
要加以培養，每個人都可以變成閃耀的星星。
為此，學校提供了不同的平台和機會，讓同學
的潛能得以培養和發展，而本校的同學亦在各
類型的比賽取得佳績，展現平日努力的成果。

參賽項目

獲獎紀錄

北區手球錦標賽 2019

女子金盃組殿軍

男子金盃組亞軍
神射手獎項 6A 麥家耀

女子分齡賽 全場亞軍 1C 吳梓渝
第 26 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 2019

100 米亞軍 1C 吳梓渝
60 米亞軍 1C 吳梓渝

星中之星獎 6C 汪悅佳
金獎 5C 張之欣
全港資優故事演説大賽 2019

金獎 3E 王馨梓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獎學金

6C 汪悅佳

銀獎 3E 陳煜麟
銀獎 6C 林玥明
銅獎 5C 張之欣
銅獎 5F 謝超琼
銅獎 5F 盧錦軒
銅獎 5F 卓子超

銅獎 6C 汪悅佳
2019 香港校際徵文比賽（高小組）

銅獎 6C 何希雯

優異獎 5F 梁梓華
優異獎 5F 黃家豪
優異獎 5F 藍萬樂
優異獎 5F 聶啟樂

優異獎 6C 孟子宸
全港小學生中文徵文比賽
《我最想送給國家的生日禮物》

優異獎 6C 周卓妍
優異獎 6C 周卓妍
1-2 年級組冠軍 2B 蔡卓航

1-2 年級組優異獎 2B 張浚熙
3-4 年級組冠軍 4C 孫縹茗
3-4 年級組亞軍 4A 高媛媛

2019 全港學界朗誦節（普通話組） 3-4 年級組優異獎 4C 田佩琳
3-4 年級組優異獎 4B 張繼鐸
5-6 年級組冠軍 6C 崔瑞奇
5-6 年級組季軍 6C 閔芷穎
5-6 優異獎 6C 孟梓宸

2019 全港學界朗誦節（廣東話組）5-6 年級組季軍 6C 曾卓妍

2019 全港學界朗誦節（英文組） 3-4 年級組優異獎 4D 戴明亮
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2019
（女子組）

摶擊比賽冠軍 6B 周嘉儀

個人品勢比賽冠軍 6B 周嘉儀

( 高小組 ) 獨誦亞軍 6B 劉韻晴
2019 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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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組 ) 對誦季軍 5F 李思潼
6F 藍貝琦
( 初小組 ) 冠軍 2C 李佳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