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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考獲全級首三名的同學及其家長合照

    同學們，我們常常在某錯誤發生後，最先想到的，都是「別人」的
錯。一開始就埋怨說：「你怎麼搞的？為什麼把事情弄成這樣的呢？」這
指責是想找出一個代罪者。故事中，乙家人認錯不一定是真錯，要爭贏也
不見得真的會贏。適當的認錯是一種智慧，它能避免無謂的爭執，也可讓
天地間充滿融和景象。
    請記着：當一隻指頭指向他人時，還有三隻指頭正指向自己呢！

    請留意和諧並不會發生在孤荒獨處的人身上，和諧只會發生在羣體
中，所以本校自二零零七年起每年均響應教育局推展「我的行動承諾─
健康生活從和諧家庭開始」活動，因為每人都有一個家。所以有了和諧家
庭，便會有健康生活，家庭成員每人都身心靈健康，「萬事興」是必然發
生的了。這「和諧」如推至學校，進而推至社會，再推至國家，最後推至
世界，便可達至世界大同的境界。

    「三多一少：多讚賞、多鼓勵、多包容、少責備」是本校的教育信
念，配以互相尊重文化，再結合上述故事的啟示，從生活中實踐出來，那
麼「和諧」必常在我們身邊，願共勉之。

    我們身處香港，是香港市民的一分子，為要發揮往日的「香港精
神」，香港政府聯同社會各界於本年4月23日至12月共同舉辦「家是香港

（Hong Kong Our Home）」運動，旨在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香
港社會的凝聚力，並且喚起香港市民對香港這個家庭的關愛和承
擔。運動包括四大主題，分為活力、潮流、關愛和清新。透過不
同的活動，促進全港市民重視本土文化、關注文娛體育活動、
發揮創意、加強鄰里互助、關愛弱勢社群及愛護大自然等
信息。家長和同學們，請與我們一起積極參與「家是香港
（Hong Kong Our Home）」運動，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

 黎栢昌校長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

校長的話

  「家和萬事興」這句話，相信大家都聽過吧！是否真的家庭和
諧就會什麼事都可以興旺起來?究竟「和諧」是什麼?容我轉述及分
享下面故事。

和諧的秘密
甲家的家人經常吵架，互相敵視，不斷爭執；而乙家的家人，卻一團和

氣，每人都滿面笑容，生活得很快樂。甲家長覺得很奇怪，故特意到乙家

向乙家長討教。

「為什麼你家中氣氛那麼愉快的呢？」

「這因為我們常做錯事啊！」

甲家長對這個答案覺得很奇怪時，突然看見乙家弟弟在進入大廳時滑了一

跤。一旁正在拖地的姊姊立刻跑了過來，扶起弟弟說：「都是我的錯，把

地拖得太濕了！」站在門口的哥哥，也趕緊跟著跑過來，懊悔地說：「都

怪我沒來得及提醒你呢！」但弟弟則愧疚地自責說：「不！不！不關你們

的事，只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看過了這情境，甲家長微微一笑，心中有了答案。

和諧家庭•香港

校 長 勉 勵 大 家 「 多 讚
賞、多鼓勵、多包容、
少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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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生活照

親子旅行

「家長資源庫」為家長及學生提供

了免費的親子書籍借閱服務，深受

家長和同學的歡迎。

家長教師會主席的話家長教師會主席的話

1

2
3

「家長學堂（一）如何培育有責任感

的孩子」得到260位校內及區內幼稚

園家長的支持和肯定。

多謝家長義工的支持，希望下

一次聯誼活動又再見到你們！

校長的話

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家長教師會活動簡介

    大家好，轉眼間
又一年了，我很榮幸

能夠成為家長教師會
的一份子。加入

家長教師會使我瞭
解到學校的教育和

發展方向，雖然工
作繁多，但也樂在

其

中，同時也令本人認
識了很多不同的家長

。

    我衷心地感謝各
位家長義工不辭勞苦

地為學校服務，在每
天早上及午膳小

息時協助老師維持學
生秩序，並協助學校

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
，如各類型的收

費、回收及派發冬夏
季的舊校服、家長資

源庫等等。

    回顧這一年，家
長教師會舉辦了不少

多姿多采的活動，如
親子旅行、家長

學堂、義工聚會、
義工旅行等，都深

受家長和學生們的
歡迎。今次的親子

旅

行，不但可以增進親
子關係，更可以讓家

長與老師有機會了解
學生在家中和學

校的表現。

    最後，本人謹代
表家長教師會感謝各

位家長在過去一年來
對本會的鼎力支

持，希望來年有更多
家長可以踴躍加入家

長義工隊伍，為學校
培育未來的社會

棟樑出一分力，使我
們孩子能在理想的校

園中得到最優質的教
育。謝謝各位！

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素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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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積極投入寫作活動

戴翠嫦主任
合作學習新紀元課

程
發
展 

及 

中
文
讀
寫
結
合

    相信大家也認同在有效的教學模式下，

教導孩童時，師生比例越小，成效更易彰

顯。為了優化學與教，向學生提供互動學習

的機會，並加強照顧他們的個別差異，我

校於二零零八年度起，因應適齡兒童銳

減的契機，開展了以合作學習模式進行

的小班教學步伐。

    「合作學習」顧名思義是指學生透

過互動而習得新知識，而學習的方法已

經由教師主導教學過渡至學生主導學習。

可是，要促使學生成為互相啟發的好伙

伴，教師便要任重道遠，擔當一個設計、促

進及監察的角色了。為了令教師能掌握新的

教學方法，本校鼓勵教師積極參與進修，並

進行校內及校外的教學交流，以讓教師能更

有信心及能力擔此重任。

    在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上，我校均有清

晰的教學目標，又能以異質分組及特定的角

色分配增加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性，使學

生不但能透過參與討論，建構新的知識點及

溝通技能外，亦能使學生在互相仿效的學習

過程下，減低學習差異。

    現時，我校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已

進入第五個年頭，喜見學生樂於學習，亦見

其協作、溝通及匯報能力有所提升，期望這

種學習方法更能切合他們的需要，並使他們

的分析及解難技巧有所進益！

李麗萍老師

學生作品集

中文科
    葉聖陶先生說：「閱讀是寫作的基礎。」要提高

寫作的能力，就要做好閱讀的基本訓練，因此閱讀與

寫作應緊密結合。有見及此，本年度中文科於各級的

課程中推行讀寫結合，透過範文引路，根據教材的特

點，精心選擇讀寫結合點，充分挖掘可訓練寫作的材

料，把寫作融合於閱讀教學之中，做到讀寫結合，使

學生學以致用，提高寫作能力。

    由二零一一年開始，本校參加了為期三年的語文教

育支援計劃，現已發展至五年級。本年度五年級科任老

師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一起訂立明確的教學目標、構

思讀寫結合點，再配合詳細的教學計畫，以及互相觀課

評講等活動，不但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興趣，亦提升了教

師的專業成長。例如：記人單元中安排數篇寫人的

文章給學生學習，在寫作策略上，讓學生進

行小練筆（例如：外貌描寫、語言描

寫、行動描寫），待學生熟習後才進行整

篇文章的創作。而作文題目也同樣以學生

身邊的人物為依歸（我最尊敬的人），以

解決學生記述人物時欠缺範例輸入所引致

的寫作問題。完成作文後，老師均發現學

生的作品內容不但較前豐富，佈局謀篇的

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此外，為了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及培養其精益求精的態度，本科於本

年度亦推行了不同的寫作評改策略，例

如透過小組合作評改，同學可根據作品提出不同的建

議，讓學生比較優劣之處，從而吸收別人的長處，改

善自己的弱點，提升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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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大使」計劃
    透過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和諧大使活動策劃」訓練日營，並挑

選學生擔崗和諧大使，培訓學生策劃及組織活動的技巧、基本調解及

處理衝突理念等有關能力，以促進學生個人成長及面對挑戰的能力。

「朋輩支援」計劃
    本校訓輔組於本年度重點發展「友輩支援」的班級經營策略，制

定「班級和諧」的班規，鼓勵同學互相接納和彼此幫助，讓學生建立

和諧的人際關係、團隊精神和對班的歸屬感。

「一人一職」計劃
    本校訓輔組在三至六年級推行「一人一職」的班級經營策略，推

動學生積極服務，發揮互助友愛的精神。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小組活動花絮

在全校同學的見證下，風紀
宣誓，承諾積極服務他人。

同學建立互助互愛的精神

劉麗珍主任、譚紫琴主任

    本校一向着重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本年度更致力培養學生關愛

他人的精神，藉以締造融洽有序的和諧校園文化。本年度推行了多元

化的校本訓輔活動，如:和諧大使計劃、朋輩支援計劃、一人一職計

劃等，以期強化學生正面的同儕力量。

參觀海洋公園活動合照

參觀海洋公園活動—接觸海豚

新來港學童適應課程小組合照

關愛他人

徐瑛瑛主任
    為推動「關愛他人」的訊

息，我們一班熱心小義工給小

一同學舉辦攤位遊戲，又探訪

區內的幼稚園和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

新移民英文班

洪芝蘭主任
    本校每年皆為新移民學童舉辦英文班，藉此

提升他們的英語水平；另外，透過適應課程，

學童能增強基本的社交技巧及提升個人的自我

形象，並增加對社區設施的認識，讓學生彼此學

習，建立自信，讓他們盡快投入校園的學習。

和諧校園
締造融洽有序的和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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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課室進行聖誕派對

同學的舞蹈表演，十分精彩！
大家齊唱聖誕歌

舞蹈表演的男同學綵排合照

齊跳聖誕舞

同學到中環參與親子有機毛巾畫巨作 家長及同學齊參與東華三院售旗日 田徑隊參與香島中學接力邀請賽

同學們一起開心地晨操

同學們參與潮爆環保
cat walk show

同學們參與環保服飾設計 報紙當圍裙

同學們正凝神貫注緊張
萬分地進行層層疊活動 同學參與營地活動 射箭（射鵰英雄）

同學的紮辮手藝
頂瓜瓜

看！這才是真正的射箭啊！

聖誕聯歡會

校外交流活動

教育營

校 園

點 滴
同學們的古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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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同學到大埔海濱公園旅玩，真高興！

四年級同學參與品格學長小組活動 文物館大使到東華義莊參加培訓講座

香港話劇團到本校表演

三 年 級 同 學 參 與 中 文 科
【齊來唸古詩】活動

二年級同學在數學科進行量度活動

五、六年級同學到余振強紀念中學
參加「小小科學家」工作坊

五、六年級同學到余振強紀念
中學參與「電腦動漫」工作坊

四年級同學進行常識科專題
研習技能訓練

一年級同學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三年級同學參觀蕉坑自然教育中心
二年級同學參與社區遊及到
九龍公園參觀

五年級同學參觀太空館

六年級同學到國民教育中心參
與日營活動 六年級同學參觀香港海防博物館 四年級同學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一、二年級同學到佐敦谷公園學習

三、四年級同學到荔枝角
公園進行戶外活動

工作坊及講座

學科活動

參觀學習

全方位學習日

校 園
生活

點 滴

一年級同學在常識課進行傳聲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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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項目 成績 得獎數目／獲獎者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組）
優良 17

良好 9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組）
優良 1

良好 3

說故意（粵語）

季軍 5B周詠彤

優良 4

良好 2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季軍 1A林樂怡

優良 21

良好 8

粵語歌詞朗誦（男子組）

季軍 3B黃諾賢

優良 4

良好 1

粵語二人朗誦（男子組） 亞軍 5B高煒城  5B丘卓成

英詩獨誦（女子組）

冠軍 3B曾曉桐

優良 13

良好 4

英詩獨誦（男子組）
優良 7

良好 2

小三至小四粵語詩文男女集誦 優良 1

小一至小二普通話詩詞男女集誦 優良 1

英詩男女集誦 優良 1

同學們在香港學校戲劇節有精彩的演出

劍橋小學英語考試第三級（Flyers）
獎項 獲獎者

15盾（滿分） 6B周曉盈

14盾（優良）
6B江汶謙  6B劉心怡  6B蕭詠兒

6B謝福臨  6B黃泳欣

13盾 6B李萃環

KET (Key English Test)
獎項 獲獎者

良好 6B鄧韻瑤  6B黃敏瑜

同學們分別於「劍橋英語試」及「KET」中取得優異成績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2012
總決賽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一等獎 5B高煒城  5B彭建稀

三等獎
1A鄭熙航  1A伍學芝  1C林清昊  1E陳柏   2C韓唐光

2C沈希月  5B李嘉欣  6A吳詩圓

優秀獎 1B鄭彰宸

晉級賽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一等獎 5B彭建稀

二等獎 1C林清昊  5B高煒城  6B吳嘉豪

三等獎
1A鄭熙航  1A伍學芝  1B鄭彰宸  1B林朗生  1B羅振寧
1E陳柏   2C韓唐光  2C沈希月  2D麥皓然  5B周卓兒
5B李嘉欣  5B黎胤彤  5B司徒子榆  6A吳詩圓

優秀獎 6

成績（初賽） 獲獎者／得獎數目

一等獎 5B彭建稀  6B吳嘉豪

二等獎
1D黃志剛  1E陳柏   2D麥皓然  3B徐俊輝 

5B司徒子榆  6A吳詩圓

三等獎 40

同學們於「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中取得好成績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奧林匹克比賽
成績 獲獎者

銀獎 5B彭建稀  6B吳嘉豪

第三屆魔力橋（Rummikub）邀請賽
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優異獎 6D莫芷程

參與獎 5

全港中小學「T字之謎」大賽
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冠軍 5B彭建稀

二等獎 5B高煒城

三等獎 6C吳嘉豪

參與獎 3

全港中小學「T字之謎」大賽得獎同學

共建安全網絡2012-海報設計比賽
獎項 獲獎者

冠軍 6D 陳綺蓓

油尖旺無毒海報設計比賽
獎項 獲獎者

亞軍 6D 陳綺蓓

油尖旺無毒標語創作比賽
獎項 獲獎者

季軍 5B 周詠彤

視藝創作展共融
獎項 獲獎者

優異獎 6D 陳綺蓓

陳綺蓓及周詠彤分別於「油
尖旺無毒海報及標語創作比

賽」中取得卓越成績

陳綺蓓同學於「共建安全網絡
2012-海報設計比賽」取得亞軍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舞蹈名稱 組別 類別 獎項

小桃賀壽 高級組 中國舞  群舞 優等獎

喜慶小獅 初級組 中國舞  群舞 優等獎

小桃賀壽（高級組） 喜慶小獅（初級組）

同學們於「第六十四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取得

卓越的成績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2／13（小學英語組）
成績 獲獎者

傑出劇本獎 林惠敏主任、蘇晉傑先生

傑出男演員獎 5B司徒子榆 

傑出舞台效果獎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傑出合作獎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莫芷程同學在「魔力橋
（Rummikub）邀請賽」

中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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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2012-13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數目／獲獎者

普通話二人朗誦（中小組） 冠軍 3B徐俊輝  3B張旨穎

普通話散文合誦（高小組） 季軍 6B李萃環  6B鄧韻瑤

普通話詩詞獨誦（高小組） 優異獎 1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香港）才藝比賽」
中奪得冠軍的徐俊輝及張旨穎與老師合照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得獎數目／獲獎者

普通話散文獨誦 銀獎 6A李  敏  6A李紫倩

普通話散文合誦 銅獎 5C張  瑜  5D伍麗瑩

粵語散文獨誦 銀獎 2C羅守浩

粵語故事合誦 銀獎
3B羅凱瑩  3A黃嘉慧
3A黃嘉欣  3A袁絲朗

第三屆「小白兔盃 — 詩詞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得獎數目／獲獎者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C沈希月

卓越獎 2C吳海琳  6A吳詩圓

優良獎 2

普通話詩詞獨誦
卓越獎

6A吳詩圓  6A李敏  6A李紫倩
6B黃禕琼  5C張瑜  5D伍麗瑩

5D周穎琪

優良獎 2

英詩獨誦 優良 1

同學們在「小白兔盃」中取得好成績

2012-2013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水運會
比賽項目       姓名 獎項

男甲 
100米蛙泳 6A施杰隆 亞軍

50米蛙泳 6A施杰隆 季軍

男乙

50米蛙泳 5A莫家豪 季軍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5A葉健廣  5A莫家豪
5B彭建稀  5D鄭朝基
3B黃諾賢  3C馮子傲 季軍

男丙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2B黃家傑  2B洪君澤
2C羅守浩  3A李彥希 季軍

女甲

100米蛙泳 6A吳詩圓 季軍

100米自由泳 6B鄧韻瑤 季軍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6A吳詩圓  6B宋德霖
6B鄧韻瑤  6C毛家怡 季軍

女乙
50米蛙泳 5B曾穎妤 亞軍

50米自由泳 5B曾穎妤 亞軍

女丙
50米自由泳 4B馮子翹 冠軍

4X50米自由泳接力
2C沈希月  3B羅凱瑩
3B洪巧儀  4B馮子翹 亞軍

4B班馮子翹同學於50米自
由泳中取得冠軍

經過艱苦的練習，運動員在游泳比賽中取得佳績。

運動員的英姿

2012-2013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比賽項目 姓名 獎項

男特200米 6C吳偉鍵 冠軍

男乙100米 5B簡國全 冠軍兼破紀錄獎

男乙60米 5A謝宇祐 季軍

女甲200米 5E劉麗詩 季軍

女特100米 6A何嘉琪 殿軍

男甲跳高 6A施杰隆 季軍

女乙跳高 4C何詠儀 冠軍

男乙跳遠 4A簡文輝 殿軍

第六十五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比賽項目 成績 得獎數目

女聲—小學獨唱
（中文歌曲）[13歲或以下]

優良 1

良好 2

中文歌曲合唱—高級組 良好 1

中文歌曲合唱—初級組  良好 1

鋼琴獨奏（一級） 優良 3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2

良好 2

鋼琴獨奏（三級） 優良 1

鋼琴獨奏（四級） 優良 1

小提琴獨奏（二級） 優良 1

木笛二重奏
優良 1

良好 2

木笛獨奏
優良 4

良好 5

2012-2013年度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舉辦之「防火歌唱比賽」
成績 獲獎者

優異獎 6B陳羚恩

何詠儀於「聯校運動
會」中勇奪冠軍

2012-2013東華三院聯校足球比賽
比賽項目 姓名／組別 獎項

團體項目
高級組 殿軍

中級組 冠軍

個人項目

4C蕭志堅 最佳守門員獎

4A鍾澧恆 最佳射手獎

4A鍾澧恆 最有價值球員獎

同學們在「東華三院
聯校足球比賽」勇奪
多個獎項

2012-2013東華三院小學課外活動比賽
成績 獲獎者

最佳舞蹈演出獎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最佳團體朗誦參與獎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2-2013九龍西區運動會
比賽項目 姓名 獎項

男乙100米 5B簡國全 亞軍

男乙60米 5A謝宇祐 殿軍

男甲跳高 6A施杰隆 殿軍

同學們在「九西運動
會」再取得佳績

2012-2013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姓名 5B簡國全

同學們參加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

何 嘉 琪 及 施 杰 隆 於
「聯校運動會」中取
得好成績

吳偉鍵、劉麗詩、謝宇祐
及簡國全分別於「聯校運
動會」中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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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What is going on…about English?
Our school endeavours to enrich our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develop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an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ulture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 Here are some examples...

The drama team staged their performance for the HK School 
Drama Festival on 13 Mar 2013. The play, The Babysitter has 
spoken!, is about how an eldest brother looks after his four 
siblings and develops closer ties with them.

The crew and the cast,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comprised P.1 and P.3 actors, worked 
miraculously. They were attained: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Jerry Szeto, 5B)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Tribute to the team’s effort!

Our 47 students (P.1-P.5) were invited to meet 
the global leaders of the bank on 10 Oct 2012. 
They had the rare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and play 
games with the ban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o tour the Kowloon headquarters of the bank. 
They all hoped that they could meet their ‘big’ friends again.

To stretch their abilities, our 6B students entered the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CYLET) and 
the Key English Test (KET) in November. Coached by our 
teacher, Miss Fung, the students attained satisfactory results. 
One of them was awarded 15 shields and five of them 14 
shields in the CYLET. Two students attained merit in KET. 
Their effort paid.

Spoken!

English 
drama: 

The Babysitter Has 

Let's meet challenges!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Global Leaders’ Volunte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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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ur 20 students visited the Helena May, a distinctive 
British heritage building in Central, on 8 May. 

During the English tour, they learnt abou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97-year-old building and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he 1900s. What’s more, 
they met ‘r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who spoke 
eloquently and taught them table manners in a 
British tea. It was a fruitful trip.

 

Our school has launched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for two years. We aim at 
arousing our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developing their literary skills and 
enabling them to learn in a lively way.

Miss Kirkland (NET) and our English 
teachers co-teach the P.1 and P.2 classes. 
In the shared reading sessions, we do 
chants, sing, read stories, and carry out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the writing sessions, 
we teach the children to write and edit on 
their own, and to share their writings with 

peers. They enjoy 
fun  and  success 
i n  t h e  l e s s o n s . 
H e r e  a r e  s o m e 
episodes... 

We like the game ‘soundcatcher’!

We love Gingerbread Man! Look at our writings!

by Reinald Reyes1E My friend by 2A Jason Chiu
At the beach

by Angela Chan 1A
A paper plate mask 

Let's sing, read, write and share in English!

We can ‘present’ together.

Heritage Tour at 
The Helena May

Fun with Writing and Art

We should listen to Teacher.

It is our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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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6B 蕭泳兒 蝴蝶   6B 陳詠琳

一盤生果   6D 關永怡

詩情畫意   
6D 陳綺蓓

編輯小組

顧  問：黎栢昌校長

編輯組：戴翠嫦主任、林惠敏主任

  陳海英老師、張秀中老師

  林劍雯老師、廖秀英老師

  劉艷桂老師、曾憲鴻老師

詩情畫意   6A 李紫倩

月曆   5B 鍾麗映

海洋世界   4B班合作畫

后羿射日   4B 區子虔

后羿射日   4B 賴犖兒

水果素描   6B 黃泳欣
聯想畫   6D 陳綺蓓 課室的一角   6D 莫芷程 

文具素描   4B 吳盈盈

海底世界   2C 司徒嘉儀

復活蛋   1A 馮穎忻

童玩—可愛手偶    
2A 趙令璋

動物—雙面紙扇   2A 許嘉樂

水墨畫     6B 陳詠琳

的聯想 6D 陳綺蓓

的聯想 6B 陳詠琳

小鳥   4B 馮子翹

小鳥   4B 趙俏

色色相關   4A 王嘉琪

色色相關    4A 鍾澧恆

的聯想   5B 周卓兒

動感世界 6A 王洛婷

的聯想   4B 吳盈盈

的聯想   6D 張祉彥

視藝作品

學生

復活蛋   6D 陳綺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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