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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友好消息
第五屆畢業生回校探望老師

校友
黃俊榮
馮細龍
郭綺琦
鄭美鳳
鄧雯欣
畢嘉浩
鄭廣威
區玉珊
呂欣華
雷寶珍

畢業校友不忘回饋母校，向六年
級同學分享個人學習心得。

本校畢業生升中後，於各中學取得理想成績，並於香港首屆中學
文憑試後順利升讀本港大學，部份資料如下：

升讀大學
香港大學─精算
香港大學─測量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
香港中文大學─護理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

校友分享

網址：www.saumingps.edu.hk

校友
蘇慧琪
陳德文
呂思蓉
張穎詩
謝穎欣
陸文靜
馮康杰
蔡香吾
李嘉慧
文慧雅

升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
香港理工大學─測量
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
香港城市大學─工程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工程
香港浸會大學─翻譯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教育）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

校方邀請數名考入大學的校友，於9月24日回
校向六年級同學分享學習技巧、訂立目標及時間管
理的重要，讓同學為升中作好準備。

馮細龍 校友

郭綺琦 校友

升讀香港大學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各位師弟妹，現在的
你們可能認為上大學好遙
遠，但只要努力，立定志
向，成功很快會降臨！

秀明承載著我的童
年，那些快樂的記憶，
即使長大了也收藏在美
麗的回憶中。

呂欣華 校友

雷寶珍 校友

張穎詩 校友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升讀香港理工大學

升讀香港城市大學

能夠升上心儀的大學實
在有賴母校的悉心栽培，在
小學階段打好學習基礎。祝
願學弟、學妹們把握所學，
邁向自己的理想。

「不經一番寒徹骨，
焉得梅花撲鼻香」，只要
同學在遇到困難時堅持、
不放棄，你們也會擁有多
姿多采的學習生活。

很快，你們也會面臨
人生中的第一場競爭，
不要想太多，只管盡力去
做。適當的壓力便是對自
己最好的鞭策。

蔡香吾 校友

李嘉慧 校友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

升讀香港教育學院

謝謝所有老師的
教導，助我闖過每個
難關，我才可享受大
學的美好生活。

終於走上大學之路了，回想過去，讀書
真的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只要你用心去
讀，不怕辛苦，遇到困難勇敢面對，當你解
決了困難後，便會有種成功感。在此，希望
大家都能用功讀書，一起走上大學之路。

我校第九屆畢業生
馬寶榮在小學階段打好
學習基礎，令他順利銜
接中學課程，最近於就
讀中學考獲中二全級第
一名。

2011-12 年度試後及暑假活動
小一適應班

元朗雀巢牛奶公司

學校每年舉辦小一
適應課程，使幼小學生
順利銜接，盡早適應小
學的學習生活。

四年級同學參觀元朗雀巢牛奶
公司，在歡樂的氣氛下親睹乳製品
的製造過程，並品嚐美味的食品，
確實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旅程。

立法會

小一新生家長會

同學扮演立法會
開會時的情況

透過8月28日的新生家長
會，使家長更了解學校，清晰
學校的要求，期望與家長共同
努力，培育學生成長。

同學們參觀新落成的立法會大樓。透過角
色扮演活動，了解立法會開會時的情況。最難
得是有機會聆聽議員講述工作的苦與樂。

師生在新落成的立法會大堂內合照

可口可樂廠
二年級同學參觀可口可樂廠。館內展品豐
富，同學一邊喝可樂，一邊欣賞影片，最後還
領取紀念品，可說是滿載而歸。

同學正在了解熱帶
雨林的生物

參觀可口可樂廠的同學
們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愛心大使」在服務前
需參與培訓活動。

海洋公園

同學為老師送上
「家長也敬師」
心意卡。

學生參加海洋公園的自然保
育課程，了解生物、自然環境和
人類三者之間的關係，並學習愛
惜和保護動植物的重要性。

同學留心聽工作
人員講解
學生代表訪問新任老師
及送上心意卡。

益力多廠
同學參觀益力多廠，除了認識益力
多的生產程序外，又能了解到飲品的成
份，並獲贈飲品，真是獲益良多。

小一同學參觀益力多廠，充滿歡樂的氣氛。

近期活動
「一位手、二位手……」同學
們正用心地學習芭蕾舞中的基
本動作。

香港芭蕾舞團
我校參與由康文署與香港芭蕾舞團合
辦的「《夢、家、想》創意芭蕾培訓計
劃」。透過戲劇及視覺藝術元素，啟發學
生思考及聯想，並以互動方式讓同學在輕
鬆的環境下學習芭蕾舞，藉此提升同學們
的表達能力、自信心、創造力及對表演藝
術的興趣。
9月6日當天香港芭蕾舞團更到校為
同學作舞蹈導賞演出。

愛心大使訓練及宣誓
「愛心大使」由高年級同學擔任，
為有需要的低年級同學提供學業、自理
及社交上的協助。各愛心大使亦能透過
參與此計劃，培養個人的耐性、責任感
及關愛精神。

台上的同學能即場與舞蹈員合
作演出，真厲害！
「愛心大使」在同學見證下進行宣誓儀式

敬師節活動
我校學生在敬師節前（9
月7日早會）舉行敬師活動，
包括由同學及校友分享感謝老
師的心聲，訪問新老師及為老
師們送上「家長也敬師」心意
卡，以表達對老師的敬意。

國慶活動
為慶祝國慶63周年，我校安排了一些認識「中國傳統文
化」的活動，包括攤位遊戲、猜燈謎，並介紹國家近年成就，
以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

同學們正投入
參與活動。

國際電訊日

大家為當天的活動留下美好的回憶。

我校幼童軍及小童
軍於10月20日參與本年度
國際電訊日。是次活動主題為
「你的世界有多大」，活動中，童軍們透過觀
察身邊的事物，領悟如何從生活細節着手改變
世界，並鼓勵他們借助現代的通訊科技，與世
界各地的童軍交流，擴闊自己的世界。

中文朗誦匯演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科於第十至十一週期間舉辦了「中文朗
誦匯演」。希望同學們藉互相觀摩，體會誦讀詩
文的樂趣。

為鼓勵同學們注意書寫整潔優雅，中
文科於11月5日舉辦了「中文硬筆書法比
賽」，讓同學在實踐中體會書法藝術之美。

Penmanship competition
為鼓勵學生認
真書寫，本學年進
行了英文書法比
賽。學生用心地書
寫詩詞內容，字體
秀麗，詩篇歌詞抄
寫得整潔漂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從同學的笑臉中可知當天
的活動多精彩呢！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各級冠軍
1E 麥漢達
2A 趙慧欣
3A 黃立強
4B 蘇韻莉
5C 杜偉杰
6C 王杏璇

各級冠軍
1B 張沃鍵
2A 趙慧欣
3E 羅誠韜
4E 區嘉寶
5C 杜偉杰
6D 楊子茵

獲獎學生領獎情况

參觀科學園
創新科技節2012

校運會
本屆校運會在
熱烈的氣氛下圓滿
結束，參賽健兒都
悉力以赴爭取佳
績。

為了讓學生加深了解
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成
就，及透過親身體驗認識
科學，老師帶領同學到香
港科學園參加「創新科技
嘉年華2012」活動。

戶外學習日

一年級
馬鞍山公園

二年級
香港動植物公園

三年級
香港公園

四年級
北潭涌郊野公園

五、六年級
粉嶺鶴藪郊野公園

獲獎消息

於2012年7月舉辦的國際K*bot 亞太區大賽主題為「 天
災、人禍；科技、你我」，同學們從建築、探測儀器、救援
機械人全方位思考不同的設計方案，以抗衡天然災害，比賽
作品非常優秀，獲得全場大獎：
獎項

作品名稱

得獎學生

亞太區高小公開組冠軍

巨型流動醫院

（畢業生）
呂嘉霖、 劉凱懿、周俊康
胡一笑、許健聰、寧 峰

亞太區低小公開組冠軍

全能拯救隊

5A鍾祚佳、5A李建威
5A羅焯鏗、4A何卓耀
4A胡釗賢、4A吳瑛霖

我校同學首次在低年級組比賽
中勇奪亞太區冠軍殊榮

我校在今年6月參加了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
辦的基本法網上問答比賽，共有500多位同學參與。當中
最高分的20位學生更獲得主辦機
構發出的嘉許狀。

我校學生李嘉寧、鄧沛
林、蕭桂晴、李美兒、黃樂彥
參加由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
基金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聯合舉辦的第六屆香港杯外交知
識競賽，榮獲小學組亞軍。學生通
過是次比賽，增進了對港情國情的了
解和對國家外交工作的認識。

本屆「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比賽」
中，我校獲得觀塘區學校激答王，成為本區
之冠，晉身全港決賽。我校五個學生代表最
後獲得優異成績。

本校資優教育組
提名了多位六年級同
學參加「最溫情的味
道」創作比賽，當中
胡一笑、鄒曉齡及許
健聰同學獲得優異
獎。

優異獎

5A 李諾瑤
6A 陳 慶
6A 李健強
6A 李美兒
6A 丘穎筠

女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女子初級組團體冠軍
男子初級組團體殿軍
男子初級組跳繩
2A羅沛文、2B梁宗鵬、2D李明臻

11月9日進行的九龍東區
遊戲比賽中，我校49位同學取
得了單項獎及三個團體獎的優
異成績。

季軍

4B李沃林、4A倫錦濤、4C鄧俊雄
4C王熙權、4C黃海楠
4C顏靖人、3C楊寶恒

男子初級組障礙賽
2A周智軒、2A胡子軒、2C歐昊霖
2C蔡朗陶、2C冼浩維
2D戴卓安、2E賴卓賢

殿軍

冠軍

殿軍

女子初級組持棒穿圈
2A容芷澄、2B張凱昕、2E黃敏儀

女子高級組持棒穿圈
4A陳麗潔、4C吳宜芸、3C葉貴寧

女子初級組擲接豆袋
2A倫錦泳、2A方凱瑩
2A蒙嘉汶、2A蔡欣欣

殿軍

冠軍

冠軍

女子高級組擲接豆袋
4C周曉恩、4C曹嘉欣
4E丁曉君、4D陳嘉儀

男子初級組擲接豆袋
2A關翟銘、2A司徒國強
2D黃浚軒、2E顏子聰

季軍

女子高級組障礙賽
4A黎敏婷、4A張穎彤、4B劉天嵐
4C曾林烽、4C顏樂婷
4D李穎銦、4B羅穎妍

女子初級組障礙賽
2A陳美琪、2B黃睿希、2B莊芷茵
2C陳佩欣、2C林詩淇
2D黃芷晴、2D羅悅霖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

冠軍

殿軍

環保校園
水資源大使出席頒獎禮

無冷氣夜

同學正在宣傳
「無冷氣夜」
活動

同學們接受頒獎

保護水資源大使得獎

我校共有694位學生家
庭和62位教職員響應由「環
保觸覺」舉辦的「香港無冷
氣夜」全港性大
型環保活動，齊
齊為環保出力。

我校參加了水務署舉辦的「保護水資源大使」選拔，共有
89位同學取得水資源大使獎，並獲十大踴躍參與學校獎，表
揚學生積極節省用水及推動朋輩間珍惜食水的行為。

月餅罐回收班際比賽
每年的中秋節過後，同學們都萬分
雀躍地為環保出一分力。你收我收齊齊
收，地球資源有得救。

看！這麼多的月餅罐啊！

新增設備

回收樂陶陶

電子學習新設施
配合推行電子學習的發展趨勢，我校購置了多部i-pad，
讓同學應用科技產品提高學習興趣及擴闊學習領域。
四年級課室內，亦添置最新
的多點觸控電子白板，並配合超
短距投影機，使學習活動更靈
活，讓同學有嶄新的學習體驗。

每人一機，使用i-pad
輔助學習

校園新壁畫
新壁畫位於三樓，主題為「校本
課程多元化，愉快學習展才華」。構
圖充滿創意，人物生動，為同學帶來
耳目一新的感覺。

多點觸控電子白板及
超短距投影機

環保絲花歡迎您
校務處大堂新添置巨型絲
花擺設，迎接同學們回校。美
化校園之餘，亦增加同學歸屬
感。

大家知道絲花組合的圖案
代表什麼嗎？

x

專業交流
+

一

÷

數學科專業發展學校
我校獲得教育局邀請連續第二年成為
「專業發展學校」。我校的專業團隊透過
不同層面的支援，促進夥伴學校教師的專
業發展，提升小班環境下初小數學課堂的
教學效能。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
及研究中心第7屆教師專業發展日
我校獲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與研究中心邀請參與全港教
師專業發展日，與教育界的同工分享數學科小班教學實踐經驗
與成果。

2012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
本年九月下旬，柯雅麗主任、高建樹老師及梁澤民老師
獲邀參與港澳教育界國慶訪京團。期間到訪當地的小
學進行學術交流、參觀航天城和科技園區，了解中
國科技發展、更於國慶當日在天安門廣場參與升
旗禮。此行令幾位老師增進對國家發展現況的
認識，亦促進兩地教育工作交流。

優秀班主任選舉
我校譚穎欣老師及林于芳老師榮獲班主任工作
研究會頒發11-12年度「優秀班主任」獎項。

於國慶日參與升旗禮實在是機會難逢。

觀塘區關愛教師
優秀教師選舉
我校譚穎欣老師及夏瑞燕老師榮獲教育局及敬師運
動委員會頒發11-12年度「優秀教師」獎。

我校潘衞貞老師及林婉儀老師榮獲觀塘區
學校聯會及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頒發「觀塘
區關愛老師」獎。

冼浩增
現升讀張祝珊英文中學
轉眼間我已升上中學了，對母校仍是
不捨。多年來，在老師悉心教導下成長，
如果沒有良師們的指導，我怎能如此順
利地展開人生另一段旅程呢！

校友心聲

馬嘉妍
現升讀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九龍塘
很開心能夠在心儀的中學就讀。有賴
母校多年來對我的悉心栽培、教導和支
持。我將會繼續用功讀書，以優異的
成績來報答母校。

李嘉寧
周俊康

現升讀現就讀藍田聖保祿中學

現就讀聖言中學

在秀明小學，我得到了各位老師的悉
心教導，使我打下穩固的基礎；他們也
常常給我支援和鼓勵，讓我在挫折中
可以站起來，再接再厲。

感謝母校對我的教導，感謝各位
老師、校長和校工無私的奉獻。全
因你們，我才能升讀好中學！

吳淑怡

胡一笑

現升讀聖傑靈女子中學

現升讀觀塘官立中學

很掛念母校的校長、老師和同學們。
借此，我要感謝校長和老師的教
導。我希望學弟學妹繼續努力
學習，為學校爭光！

母校多年來的栽培，老師的諄諄教
誨，實在不勝感激。多年來母校給我許
多機會發揮所長，學習廣博的知識，
此恩此惠，我將銘刻於心。

許健聰

陳耀晟

現升讀順利天主教中學

現升讀觀塘瑪利諾書院

感謝秀明的老師六年來悉心教
導，讓我學到許多知識，紮實了穩
固的基礎，使我們有能力承受
更艱難的考驗。

我很感謝母校的老師，你們循循善誘
地教導我，使我學會了人生道理。還有
母校為我提供這麼好的學習環境，讓
我快樂地學習，使我畢生難忘。

司徒潔汶

黃紫敏

現升讀梁式芝書院

現升讀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秀明不但給我愉快的小學生活，
還教懂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亦為我
們打好學習根基，令我能輕易
適應中學的新生活。

聶瑋鴻
現升讀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我很感謝母校的栽培、教育和照
顧。六年前，我還是一個笨笨的小
東西；六年後，我已經獲取了
很多的知識。

感謝秀明小學對我的栽培和教
導，令我入讀心儀的中學。我想藉
此感謝秀明小學每一位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