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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學校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註冊成立法團校董會，以落實結合多方面資源的投入與及
眾校董的努力去推動一個成功的校本管理。成立法團校董會所需要的過渡安排，目的是使學校能
暢順、有系統及適當地由校董會移交至法團校董會管理。

學 校 按 照 教 育 局 及
辦 學 團 體 的 指 引，
由2013年 初 開 始 準
備過渡工作，當中包
括選出教員校董，及
清楚界定所有資產及
資金之擁有權及資金

的 提 供 者（如 政
府、辦學團體或
捐 贈 機 構）， 故
此學校已於2013
年9月16日 為 所
有資產進行全面
盤點。

法團校董會
的組成包括來自不同界別和背景的校
董，除增加校政的透明度及問責性，

確保公帑運用得宜外，亦帶來不同的觀點和經驗，有助強
化學校管理制度，制訂適切的政策。故此家長教師會及校
友會已分別於2013年10月12日及2013年10月19日，選
出兩位家長校董及一位校友校董，共同參與學校的決策。

「獅山峰高，香海流長……」校友會每年的會員大會也以唱校歌作結。即使畢業多年，大家仍
對校歌朗朗上口，可見大家仍心繫學校，感覺像回到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從二零零七年成立至今，校友會已踏入第七個年頭，承蒙校長、老師及各會員之厚愛及支
持，會員人數已超過一千，而新一屆的委員亦於本年二月順利選出。

我們肩負「凝聚校友，加強母校與校友間之聯繫」的使命，未來將舉辦更多活動。在此預
告：本會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底舉辦週年會員大會暨校友聚會及展覽，詳情將陸續透過電郵通知
各會員及上載於校友會網頁。希望各位校友齊來參與，發揮天神女兒的精神！

如 有 任 何 查 詢 或 建 議， 請 電 郵 至 alumni@hacs.edu.hk 與 本 會 聯 絡。 同 時， 校 友 會 亦
已 開 設facebook專 頁(請 尋 找「天 神 嘉 諾 撒 學 校 校 友 會」或 到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220760478097861 / ) ，誠邀各位加入，多多發表意見！

天神嘉諾撒學校法團校董會

天神嘉諾撒學校校友會

盤點條碼掃瞄器

家長於選舉日同來參與投票

兩位家長校董合照

成立法團校董會流程



五十五週年校慶
五十五週年校慶才藝匯演

五十五週年校慶感恩祭

五十五週年校慶才藝匯演於2013年12月21
日於校內分上、下午兩場舉行。當天全校過半數
學生投入演出，眾多嘉賓和家長蒞臨參與，氣氛
熱鬧。

才藝匯演節目包羅萬有，包括配合聖誕節
期之聖景演出；管樂團、弦樂團、手鐘、揚琴奏
出動人優美的樂曲；藝術體操、花式跳繩、中國
舞、西方舞、英語話劇的表演，為校慶增添不少
姿彩。

各項演出展示了同學們在不同領域的才能。
學生們自信的表現令人喜出望外，觀眾均報以熱烈掌聲。壓軸表演的歌詠組同學，以甜美的歌
聲、富活力的表現，為匯演畫上完美的句號。此外，老

師率領一群活潑可愛、
口齒伶俐的同學擔任司
儀，表現獲得一致的
讚賞。

當天在有蓋操場
亦舉行視覺藝術作品

展覽，場地佈置以蝴蝶為主
題，色彩絢麗的蝴蝶在觀眾眼

前翩翩起舞，吸引各人駐足觀
賞，爭相與學生的作品合照。

五十五週年校慶才藝匯演，肯定了學生的努力及成就，亦為
表演生及蒞臨欣賞的嘉賓留下了深刻及
難忘的回憶。

為慶祝學校五十五週年校慶，並表揚同學們在寫作方面的才華，校方結集了百多篇一至六年
級同學中、英文的優秀作品及百多句以「尊重」、「感恩」及「禮貌」等為主題的短語創作，於二零
一三年十月出版了文集—《天神蜜語(四)》。

在過去三年，中、英文科老師均致力發展校本寫作課程，希望同學們在掌握多元化寫作策略
之餘，亦能透過優美的文字及細膩的筆觸，寫出日常生活的點滴及耳聞目睹的事情，以達致敢於
抒懷，樂於寫作。

我們榮幸邀請得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梁淑群博士為《天神蜜語(四)》
寫序。在序言中，梁博士讚賞《天神蜜語(四)》是一個讓同學們
彼此交流、觀摩的理想平台。同學們的文思、妙筆得到彰顯，老
師們的心血和付出亦得到肯定，成績有目共睹。 

眼見同學們對《天神蜜語(四)》出版的期待，手捧着文集時
臉上露出的笑容，當發現自己的作品被刊登時的喜悅，及文集出
版後所獲得的正面評價……這一切的鼓舞，促使本校進一步發展
校本寫作課程。在此盼望同學們繼續積極參與寫作，享受寫作的
樂趣，亦期望《天神蜜語(五)》很快會跟大家見面。

文集 — 天神蜜語（四）     

五十五週年校慶感恩祭於2013年10月2日於紅磡聖母堂舉行。是次感恩祭邀請了天主教香
港教區副主教林銘神父蒞臨主禮。嘉諾撒仁愛女修會省會長陳心意修女及多位屬會修女、友校校
長及老師撥冗出席，與我校全體師生及家長共渡這個極具意義的大日子。

藉著感恩祭，我們感謝上主一直以來對學校及全體員生的
眷顧和護佑。感恩祭前，學生製作了小天使裝飾品，寫上對學校
的祝福語，於感恩祭中作奉獻，以表達對上主的感謝及學校的心
意。我們祈求上主繼續以他的慈愛，保守及帶領我們，使我們在
聖神的引領下，貫徹會祖聖女嘉諾撒瑪大肋納謙遜仁愛的精神，
讓更多人認識愛慕天主。



校 本 輔 導 活 動

禮儀學習活動
本年校本輔導活動主題為「天神女兒勇闖禮儀國」。學校

上學期透過壁報、早會及電台宣傳「微笑、點頭、說聲好」的
口號，並推行一系列獎勵計劃，由學校教職員以神秘專員的
身份，觀察學生日常待人的態度；並於早會上，藉著口頭欣
賞、頒發禮貌支票及小禮物等，肯定於以禮待人方面表現較
為傑出的學生或班別。從老師及學生輔導人員觀察可見，活
動有助強化學生以禮待人的行為。

和諧校園活動
為培養學生「有禮‧慎言」的個人素質，學校下學期以

尋寶遊戲及電台節目，帶出「多欣賞，少批評」、「多溝通，
少爭執」和「多建立，少破壞」的口號；並舉辦繪本講座、攤
位遊戲、校內歷奇、成長日營、畢業宿營及班本相聚時間等
多元化學習活動，以提升
她們的朋輩相處技巧，加
強和諧共融的校園氣氛。
學生指出有關活動有助她
們反思平日與他人相處的
態度及行為，並學習與同
學和諧共處的方法。

親子體驗活動
為強化家長協助女兒處理社交疑難及建立積極的處事態度，學校本年舉辦了親子體驗活動。

家長認為活動有助他們了解身教言教如何影響孩子的社交表現，並讓他們有更多親子時間共同學
習如何一起解決問題及互相了解；學生亦指出活動有助促進她們和家人的關係。

大姐姐活動
學校於暑假期間，為有意成為大姐姐的高小學生提供領袖培訓，並

安排她們於開學首月照顧小一學生，協助新生適應校園生活。大姐姐服
務計劃完結後，大部分大姐姐樂於成為「嘉‧友」特攻隊成員，透過早
會劇場演出及錄製電台節目，協助推行校本輔導活動及建立和諧共融的
校園氣氛。有關校內服務計劃不但培養學生「重承諾‧樂承擔‧盡責任」
的積極態度，而且能提升她們的領導才能及發揮其個人潛能，以達致學
生的全人發展。



2 0 1 3 - 1 4  核 心 價 值 觀 培 育 計 劃

隱形約章 —『做一件讓學校更美好的事』
學生分級以大使身份履行不同的使命，宣揚有關

訊息，並作出承諾宣言，體現信守承諾、言行一致的
重要，共同為學校的福祉而努力。

級別 大使身份

一年級 清潔大使

二年級 秩序大使

三年級 禮貌大使

四年級 愛心大使

五年級 歡樂大使

六年級 溝通大使一乙  陳羨喬
我的大使任務是 :
保持校園清潔
我遇到的困難是 : 
有些同學不合作，不清潔校園。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我是清潔大使，我要實踐承諾。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我感到十分滿足，因為我唱完“Clear Up”的時候，
我見到同學們醒覺要清潔校園。

二甲  何璟知
我的大使任務是 :
提醒其他同學遵守規則。
我遇到的困難是 : 
有部份同學不聽從指示。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我想做一個有誠信的小孩子。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我感到很高興。

三乙  何采霖
我的大使任務是 :
向一、二年級同學講一個關於禮貌的故事。
我遇到的困難是 : 
要找一個既有趣，又容易明白的故事。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我想有一個美好的校園。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就好了。

本學年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以「誠信」為主題，分別在認知、情意及實行層面推行，課程主要透過不
同的活動及體驗式的學習經歷，協助學生達致以下的目標 : 

‧知道及明白「誠信」的特質及要成為一個有誠信的人的重要性  
‧感受到要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有誠信的人及對自己和他人的影響 
‧在家庭及學校生活中實踐誠信

從而成為一個慎言律己，重誠守諾，言行一致，信靠天主的天神女兒。

四甲  麥希怡
我的大使任務是 :
關心同學、重誠守諾，做個有愛心的學生。
我遇到的困難是 : 
性格較害羞，不敢主動與別人溝通。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只要可以表達對同學的關心，我會盡力克服害羞的性格。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我感到快樂，因為關心別人可讓他人感受到「愛」。我覺得只要
你做一個有愛心的人，人們自然會樂於與你接近。

五丙  廖鎧琳
我的大使任務是 :
歡樂大使，要給校內的人帶來歡樂，所以要做兩場午間才藝匯演，我負責表演魔術及唱歌。
我遇到的困難是 : 
-練習魔術時，有時不成功。
-演出時，歌詞未夠熟練。
-表演魔術時，出了一點亂子。
-沒有足夠的時間練習。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同學不斷互相鼓勵。
-老師給予支持。
-如果我放棄表演，整個才藝匯演也會受到影響。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有成功感，因為可以帶給同學歡樂，同時我也解決了困難，讓這個才藝匯演順利舉行。

六丙  袁樂詩
我的大使任務是 :
成為溝通大使，聽取同學的意見。
我遇到的困難是 : 
部分同學不主動提出意見，有些同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我願意排除困難，努力實踐承諾，因為 :
這是我的責任，待人不可言而無信。既然我作出了承諾，便應重誠守諾，
履行職責。
實踐承諾後，我的感想是 :
我發現遵守承諾是一件很有滿足感的事，真是打從心底裏的快樂!而這次活
動有助學生與校方溝通，向校方提出意見，共同改善學習環境。校園少了
埋怨，多了歡笑，一舉多得，很有意義。



多 元 學 習 經 歷
午間音樂會

在四月上旬，本校一連三日舉辦了午間音樂會，現場氣氛良好，
學生反應熱烈。演出組別除了樂器班外，還有校際音樂節比賽優勝
者，她們高水準的演出，獲得同學們一致的讚賞和肯定。

常識科模型製作展覽
模型製作為學生提供手腦並用及科學探究的機會，學生需完成模

型製作日誌及進行多方參與的評估(包括自評、家長評、老師評及同儕
互評)。老師為各級學生擬定模型製作主題，令製作能配合課題，作為
課後的延伸活動。本年度的模型製作觀摩展覽於7月2至3日於特別室
進行，讓學生進行同儕觀摩。

數學遊蹤
本活動旨在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讓其運用協

作能力、溝通能力及運算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活動當天，
於校園內設置不同的主題活動，學生以小組形式完成指定
的任務。

四年級：周界

四年級：圖形拼砌 

三年級：四邊形

三年級：桌子有多高

二年級：除法計算

二年級：辨別方向 

中文科「優化寫作教學」計劃成效檢視

全體中文科老師與梁博士合照

小一校本教材

小二校本教材

小三校本教材

小四校本教材

小五校本教材

小六校本教材

本校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處．小學校本課程發
展組分三個階段進行協作教學，至今剛好三年。透過與各
級中文科老師進行同儕備課，優化寫作教學；同時審視學
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難點，檢視及修訂現有課程規劃，優
化校本中文科縱向課程，讓學生能循序漸進，全面而均衡
地學習中國語文。

整個計劃以「能力主導、讀寫結合」的原則組織教學
單元，計劃既可提升學生分段寫作的能力，使文章的結構
更縝密；又可與我校中文科老師協作共同組織及設計單
元。計劃改變以往以篇章教學為主導的模式，而貫徹以能

力為主導，以讀寫結合，並帶動聽說的原則來規劃各級中文科課程。

在課程發展方面，我校積極發展校本中文課程。老師先審視教科書不足之處，訂定明確的學
習目標，搜集優質篇章作鞏固，激活學生寫作優質的作品。透過閱讀大量優美的範文及運用「以
讀帶寫」的原則及「圖式」教學等方法，幫助學生建構文章
的「章法圖式」，促進學生讀寫遷移的能力。

從近年的寫作考試評核的成績顯示，大部分學生在段
落結構方面有明顯的進步，特別在開首段及結束段的鋪排
上，更見多樣化；而內容亦較前充實，結構條理分明。學
生能掌握以「總→分→總」形式寫作，並適當地加入個人感
受，使文句表達得更完整、更具獨特性。部分學生嘗試運
用不同的修辭手法，如比喻、擬人、反復、排比，修飾文
章內容過渡語的運用亦較前嚴謹，使文章更具可讀性；從
老師平日觀察所見，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日漸濃厚，成為小
小作家的目標指日可待。



精 彩 一 刻
中文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2013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

兒童A組 --- 書法比賽
4C 鄭迪文 優異獎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2013回歸盃
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兒童B組 --- 書法比賽

4A 何鎧怡 冠軍

道聲百週年徵文比賽 5C 林思程 優異獎

第四屆普通話才藝朗誦大獎賽粵語 初小組 2C 張悉橋  冠軍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粵語 說故事 (初小組 ) 2C 張悉橋  冠軍

第四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201 3粵語故事演講 2C 張悉橋 冠軍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C 張悉橋 說故事 - 冠軍
2A 卓曉萳 詩詞獨誦 - 亞軍
5A 張凱琳 詩詞獨誦 - 季軍
2C 張悉橋 詩詞獨誦 - 季軍
2C 程蔚琋 散文獨誦 - 亞軍
2C 馮靖喬 散文獨誦 - 季軍

第18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合辦初級組
2C 林倬葶 優良獎

關愛同行創明天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4A 何鎧怡 小四級別獎
「愛達迅教育基金會」第二屆寫字助學

慈善籌款硬筆書法比賽2014高小組
5A 陸觀瑤 銅獎

「小寶教育集團」2014全港兒童朗誦節
小學組 (P.1 -P.2 )廣東話 散文獨誦

2C 鍾心言 冠軍

辯論學會 (香港 )第五屆全港小學生
中文演講比賽2014初小組

2C 馮靖喬 冠軍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全港十八區(九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
6A 侯欣彤

銅獎6C 袁樂詩
6C 譚倩欣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華南賽區)晉級賽

2C 程蔚琋 特等獎
3C 葉利盈

一等獎1C 梁諾恩
4C 黃樂瑤

二等獎1B 周暟嵐
3B 許淑惠

三等獎1B 羅穎欣

2014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2014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3C 葉利盈 金獎
1C 梁諾恩 金獎
5A 黃芷情 銀獎
2C 伍曉澄 銅獎

2013年國際城市盃心算比賽(B組) 3B 江蕊晴 金獎
2C 陳嘉樺 金獎

「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4(香港賽區)初賽

4C 黃樂瑤

一等獎
3C 葉利盈
1B 羅穎欣
1C 梁諾恩
5C 林思翹

二等獎
2C 程蔚琋
1A 鄧伊婷
1B 周暟嵐
1C 郭心悅
6A 陳婥寧

三等獎

4B 陳可苗
4C 龐詩薴

3A 姚傲盈

3B 許淑惠
3C 戴綽瑤
3C 李穎曈
2C 伍曉澄
1A 伍洛瑤
1B 林汶臻

新加坡數學競賽初賽2014
香港賽區

5C 林思翹

銀獎

4C 龐詩薴
4C 黃樂瑤
3C 李穎曈
3C 葉利盈
3C 戴綽瑤
2C 伍曉澄
6A 陳婥寧

銅獎6A 馮式旋
6A 黃心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全國總決賽

4C 黃樂瑤
二等獎3C 葉利盈

2C 程蔚琋
1B 羅穎欣 三等獎

多元智能盃2014數學比賽小一組 1C 彭寶萱 一等獎

數學科

普通話科
比賽項目 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第四屆普通話才藝朗誦大獎賽
小學中小組 詩歌組 4C 鄭迪文 冠軍

第四屆普通話才藝朗誦大獎賽
小學初小組  女子組   散文組 2C 張悉橋 冠軍

2013第六屆中國青少年(香港)
才藝比賽 初小組 

普通話 散文
獨誦

2C 張悉橋 總冠軍(總決賽)

2013第六屆中國青少年(香港)
才藝比賽 初小組 

普通話 詩詞
獨誦

2C 張悉橋 總亞軍(總決賽)

2013第六屆中國青少年(香港)
才藝比賽   初小組

2C 張悉橋
最高榮譽獎
車淑梅盃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3C 司徒美珩 冠軍

3C 劉康澄 冠軍

2C 陸綽瑩 亞軍

6C 吳柏榕 季軍

2A 關正欣 季軍

2C 鍾心言 季軍

2C 張悉橋 季軍

散文獨誦 1C 蔡梓澄 亞軍

2013年國際京港盃文化藝術大賽 詩詞獨誦 4C 鄭迪文 金獎

2013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散文獨誦 6C 陳軒頤 銀獎

2013亞洲校際朗誦比賽(冠軍挑戰盃) 詩歌散文 6C 陳軒頤 季軍

「陽光盃」第七屆兒童聲藝全能大賽 散文獨誦 6C 陳軒頤 冠軍

第五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散文獨誦 6C 陳軒頤 亞軍

香港優兒藝術協會 
第五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大賽2014 新詩 1A 鄧睿 季軍

紫荊頌2014年春季中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
普通話講故事

2C 李愷加 金獎

紫荊頌2014年春季中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
普通話朗誦

2C 李愷加 總季軍

紫荊頌2014年春季中港青少年朗誦-
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
詩歌朗誦

2C 李愷加 銀獎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詩詞獨誦 2C 陸綽瑩 冠軍

自選誦材 2C 陳嘉樺 亞軍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2014總決賽
未來領袖說中尋(初小組) 說故事 2C 程蔚琋 季軍

2014全港兒童朗誦節 (小學組)P.1-2 詩歌獨誦 2C 鍾心言 冠軍 (傑出榮譽)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第六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初小組英詩獨誦 2C 張悉橋 2nd Place

Asia Pacific Children Speech Festival
亞太兒童朗誦節

2C 陳愈忻 1st Place
4C 鄭迪文 3rd Place

PA CUP - The Hong Kong Recitation Talent Competition 2013
第五屆「普藝盃」2013朗誦才藝大賽

2C 陸綽瑩 1st Runner-up
1B 周暟嵐 2nd Runner-up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5C 張婉晴

1st Place

5C 林思程

4C 鄭迪文

4C 曾錫潁

2C 程蔚琋

2C 馮靖喬

2C 陸綽瑩

2C 陳芍之

2nd Place2C 林樂欣

1C 郭心悅

英文科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5A 何諾林

3rd Place

5C 張芷喬

3A 陳曼喬

2A 陳詠靖

2C 陳愈忻

2C 張悉橋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2C 張悉橋 1st Place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Prose Speaking (Open) 2C 陳愈忻 2nd Place

The 6th China Youth(Hong Kong) Talent Competition 2013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1 & 2 2C 陸綽瑩 Champion

香港優兒藝術協會
第五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2014 英文朗誦比賽

1A 鄧睿 冠軍

校園拔萃盃第四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英文兒歌朗誦

2C 李愷加 金獎

第一屆天才兒童朗誦大賽小學高年級 英語組 5C 區可兒 季軍

第一屆天才兒童朗誦大賽小學低年級 英語組 3B 區可盈 亞軍

紫荊頌2014年中港青少年春季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初小組英語詩歌朗誦

2C 陳愈忻 金獎

2C 李愷加 金獎

華藝盃第五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初小組英文詩歌 1A 湯雅鍶 冠軍

華藝盃第五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英文命題寫作初小組 1A 湯雅鍶 一等獎

京港藝術協會2013國際京港盃文化藝術大賽P2 英文 2C 王靖悠 金獎

The 6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for Schools in 
Hong Kong & Macau 6C 楊敏鉖 Best Performer Award

第4屆香港學界兒童朗誦錦標賽2013(英普粵)Round 4
P2-3 English-Verse Speaking 2C 張悉橋 冠軍

HK Association of Debaters 
5th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4 Junior Section Public Speaking
2C 馮靖喬 冠軍

資訊科技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知識產權署主辦2013-2014尊重互聯網上的
知識產權吉祥物設計比賽

5B 馮天兒 季軍

宗教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天主教明愛機構主辦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親子填色比賽」 1A 湯雅鍶 季軍

各位家長：

您們好！我是本年度服務天神嘉諾撒學校的言語治療師王雅恩姑娘。

本年度我與不同科組的老師合作，舉辦多項與溝通及正音懶音有密切關係的活動。常見的
『粵音失誤』有韻尾出錯：/-ng/ 讀成 /-n/。一點也不難明白，意思是學生將「橙」讀成「產」，又把
「浴缸」讀成「肉乾」。原來「橙」及「缸」屬於韻尾/-ng/音，說這些字到最後時要張開口，加上鼻
音，氣流從鼻腔送出。

 而「產」及「乾」則屬於韻尾 /-n/音，說這些字最後時要微笑，但仍要有鼻音。

 要改善懶音，必先要加強學生分辨韻尾 /-ng/與韻尾 /-n/音的能力，家長可於家中與女兒作以
下練習。

1. 先選讀下面一組字，示範讀音，請學生留心聆聽；

2. 隨意讀出該組其中一個字，請學生指出；

3. 如學生未能準確分辨出韻尾 /-ng/與韻尾 /-n/音的字，可
讓學生看看你的嘴形； 

4. 如學生能連續三次或以上準確分辨出韻尾 /-ng/與韻尾
/-n/音的字，便算成功達標。

參考資料 : 教育局《咬字正確快‧易‧通趕走「懶音」好輕鬆》

趕走「懶音」好輕鬆  駐校言語治療師 王雅恩姑娘

趕走「懶音」好輕鬆 

各位家長： 

您們好！我是本年度服務天神嘉諾撒學校的言語治療師王雅恩姑娘。 

本年度我與不同科組的老師合作，舉辦多項與溝通及正音懶音有密切關係的活動。常見

的『粵音失誤』有韻尾出錯：/‐ng/  讀成/‐n/。一點也不難明白，意思是學生將「橙」讀

成「產」，又把「浴缸」讀成「肉乾」。原來「橙」及「缸」屬於韻尾/‐ng/音，說這些字

到最後時要張開口，加上鼻音，氣流從鼻腔送出。 

 

而「產」及「乾」則屬於韻尾/‐n/音，說這些字最後時要微笑，但仍要有鼻音。 

 

趕走「懶音」好輕鬆 

各位家長： 

您們好！我是本年度服務天神嘉諾撒學校的言語治療師王雅恩姑娘。 

本年度我與不同科組的老師合作，舉辦多項與溝通及正音懶音有密切關係的活動。常見

的『粵音失誤』有韻尾出錯：/‐ng/  讀成/‐n/。一點也不難明白，意思是學生將「橙」讀

成「產」，又把「浴缸」讀成「肉乾」。原來「橙」及「缸」屬於韻尾/‐ng/音，說這些字

到最後時要張開口，加上鼻音，氣流從鼻腔送出。 

 

而「產」及「乾」則屬於韻尾/‐n/音，說這些字最後時要微笑，但仍要有鼻音。 

 

要改善懶音，必先要加強學生分辨韻尾/‐ng/與韻尾/‐n/音的能力，家長可於家中與女兒

作以下練習。 

1.  先選讀下面一組字，示範讀音，請學生留心聆聽； 

2.  隨意讀出該組其中一個字，請學生指出； 

3.  如學生未能準確分辨出韻尾/‐ng/與韻尾/‐n/音的字，可讓學生看看你的嘴形；   

4.  如學生能連續三次或以上準確分辨出韻尾/‐ng/與韻尾/‐n/音的字，便算成功達標。 

 

 

王雅恩 
駐校言語治療師 
參考資料  :  教育局《咬字正確快‧易‧通趕走「懶音」好輕鬆》 



訓育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3 第五屆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6C 魏曦藍 優秀小學生獎

2013 - 2014 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6C 袁樂詩 優異獎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第三屆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回收最多佳能原廠墨兜 亞軍

圖書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2013年水陸兩項鐵人聯賽(比賽3) 女子02年組 6A 張卓琳 季軍

觀塘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FI組單打 5B 徐希婷 季軍

九龍城區第三十七屆游泳比賽 50米胸泳 4B 陳茵媛 冠軍

九龍城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3 女子青少年FI組單打 5B 徐希婷 亞軍

深水埗區劍擊比賽2013 女子花劍十四歲以下組(高級組) 6C 于亭熙 季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13-14)
女甲100米蛙泳 6A 張卓琳 冠軍

女甲50米蛙泳 6A 張卓琳 亞軍

女乙50米蛙泳 4B 陳茵媛 亞軍

女子團體甲組 亞軍

女甲4X50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2013年香港ITU三項鐵人亞洲盃女子02年組 6A 張卓琳 冠軍

2013年水陸兩項鐵人聯賽(比賽5)女子02年組 6A 張卓琳 季軍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2013女子兒童F組 ― 壘球 2C 梁頌雯 亞軍

亞洲溜冰協會亞洲溜冰錦標賽 (香港區2013)花式二級公開組 4A 麥凱蕎 亞軍

TriHK 2013 Overall Individual Series Award Girl 2002 6A 張卓琳 亞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13-14)女子乙組 ― 50米蛙泳 4B 陳茵媛 亞軍

2012/13青苗劍擊訓練計劃(花劍、重劍及佩劍)比賽女子花劍組 6C 于亭熙 冠軍

第三十四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爵士舞 ― 公開組

6C 鄧睿萱

金獎5C 梅淑妍

3A 梅詠欣

2013-2014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100M Backstroke (Girls 9-10 Yrs) 4B 陳茵媛 季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13-14)女子甲組 ― 100米 6B 施泳言 季軍

2013-2014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50米蝶泳 (女子9-10歲) 4B 陳茵媛 亞軍

荃灣區舞蹈大賽2013-2014西方舞 ― 公開組

6C 鄧睿萱

金獎5C 梅淑妍

3A 梅詠欣

荃灣區舞蹈大賽2013-2014
6C 鄧睿萱

最佳合作表演獎5C 梅淑妍

3A 梅詠欣

2013-2014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二節50米背泳 (女子9-10歲) 4B 陳茵媛 亞軍

2013-2014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二節50米蛙泳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亞軍

2013-2014第三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100米個人四式 (女子9-10歲) 4B 陳茵媛 冠軍

第50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兒童舞) ―
《歡樂嘉年華》

3A 姚傲盈

甲級獎

3B 夏睿

3B 李穎婷

3B 吳希淳

3B 鄧曉其

2A 蔡瑋霖

2A 吳凱玲

2B 茹凱喬

2C 陸綽瑩

2C 李愷加

2C 陳嘉樺

2C 劉可晴

1A 陳鈺琪

1A 張梓靖

1A 梁凱婷

1C 何蘊睿

第50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中國舞) ―
《快樂的小孩》

3A 李悅熒

甲級獎

3A 吳育怡

3B 許淑惠

3C 劉德瑩

3C 戴綽瑤

2B 鄭卓琳

2C 陳愈忻

2C 程蔚琋

2C 倉田莉嘉

1A 朱敏之

1A 馬凱瑜

1B 李詠童

1B 伍逸淘

1B 黃凱加

2013至2014年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100米個人四式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季軍

100米蛙泳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季軍

50米蛙泳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亞軍

第二組第三節50米自由泳 (女子9-10歲) 4B 陳茵媛 冠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13-14)
女子甲組

6A 羅鈺婷

冠軍
6A 黃泳堯

5B 徐希婷

5C 羅琛玲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13-14)
女子甲組 ― 傑出運動員

5B 徐希婷

5C 羅琛玲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舞蹈比賽 
― 西方舞群舞 (少年組)

6C 鄧睿萱

冠軍5C 梅淑妍

3A 梅詠欣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舞蹈比賽 
― 西方舞群舞 (兒童A組)

3B 詹希圓
冠軍

3C 李逸彤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3-2014 6A 張卓琳

2014-2015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100米蛙泳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季軍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
乒乓球比賽(13-14)

女子甲組

6A 羅鈺婷

第四名
6A 黃泳堯

5B 徐希婷

5C 羅琛玲

女子甲組 ― 傑出運動員 5B 徐希婷

2014-2015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200米個人四式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季軍

50米蛙泳 (女子10歲或以下) 4B 陳茵媛 季軍

2014年香港分齡跳水錦標賽
1米彈板跳水(D組) 3C 林欣然 季軍

第九屆回歸盃2014全港劍擊分齡賽
女子花劍(U12個人賽) 6C 于亭熙 季軍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藝術體操比賽2014
初級乙組 ― 圈操

2B 盧芷瑩 亞軍

童軍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2013 幼童軍主席盾錦標賽 九龍第八十旅幼童軍團 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2014 幼童軍母親節咭設計比賽 5B 余霆 季軍

視藝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成績
斯洛文尼亞主辦之國際繪畫比賽2013 3C 陳靖晞 Individual Unique

第13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5B 陳凱晴 美術特獎

5B 鄧嘉文 美術壹等獎

3A 何煒桐 美術三等獎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4A 何鎧怡 一等獎

3C 伍芷睿 優異獎

「動漫機械童夢城」填色繪畫及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4A 何鎧怡 亞軍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2013 3B 陸芷嶠 銀獎

2013毛里求斯第十九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書畫評獎

3A 何煒桐 特別金獎

3A 何煒桐 優秀獎

「尊重關懷 共建和諧」填色比賽
3C 陳靖晞 冠軍

2C 張悉橋 優異獎

「普藝盃」明信片創作比賽 4A 何鎧怡 冠軍

中國美術學院國際繪畫比賽 2C 梁頌雯 優異獎

「輪里關愛.社區共融」填色比賽 2C 張悉橋 優異獎

2013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水粉彩) 3A 姚傲盈 優異

第一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賽(西洋畫)
4A 何鎧怡 一等獎

1A 湯雅鍶 一等獎

3C 陳愛林 季軍

二零一四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中級組) 3C 陳愛林 優異獎

 

體育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18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3 5C 林樂兒 六級鋼琴獨奏初賽獲甲等

第6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2C 張悉橋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2013年國際京港盃文化藝術大賽 4C 鄭迪文 古箏銀獎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4B 袁曉汶 一級鋼琴獨奏亞軍

1A 伍洛瑤 一級鋼琴獨奏季軍

2C 劉可晴 二級鋼琴獨奏冠軍

2C 林倬葶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1C 陳曉慧 二級鋼琴獨奏季軍

2C 張悉橋 三級鋼琴獨奏冠軍

2C 陳愈忻 四級鋼琴獨奏冠軍

5C 羅靖雅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4A 黄凱晴 四級鋼琴獨奏亞軍

3C 梁昹淇 五級鋼琴獨奏亞軍

5B 廖偲婕 六級鋼琴獨奏季軍

5B 廖偲婕 鋼琴獨奏中級組 (中國作曲家 )亞軍

1A 朱敏之 三級小提琴獨奏亞軍

4C 黄樂瑤 箏獨奏 (初級組 )亞軍

6A 梁鎧晴 巴松管獨奏 (初級組 )亞軍

6C 鍾楚蕎 巴松管獨奏 (初級組 )亞軍

3C 劉康澄 7-8歲女童聲獨唱 (外語組 )季軍

P.2 -3 歌詠組 9歲或以下教堂音樂合唱冠軍

第6屆中國青年 (香港 )音樂、
舞蹈比賽中小組

3C 朱韻霖
小提琴二重奏冠軍1A 朱敏之

第10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3C 朱韻霖 弓弦樂獨奏 (兒童A組 )冠軍

小小慈善音樂家2014 5C 林樂兒 五級組 (季軍 )
第三屆香港金紫荊青少年鋼琴比賽 5B 廖偲婕 八級冠軍及5 - 6年級組亞軍

音樂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