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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症停課
2020年1月下旬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蔓

延，特區政府宣佈由二月農曆年假後全澳學校停課
。 高小於 5月25日復課，初小於6月2日復課；幼稚
園停課至學年結束。停課期間，師生按教青局指引
實行「停課不停學」在家自習計劃新模式。

本校教職員復課前進行防疫演習

本校幼稚園區清潔消毒中

本校小學區清潔消毒中

復課日，執行測温洗手消毒健康聲明等防疫措施

2020年5月25日高小復課首日
教青局區督學梁處長來校巡察



工聯總會、職工教育協進會及同心立法議員林倫偉、李振宇等向本校致送防疫用品

立法議員李靜儀、林倫偉、李振宇、梁孫旭等向本校全體教職員工致送防疫香囊

新冠肺炎疫情停課 工聯同心議員來校互勉

疫情停課下，工聯總會、職工教育協進會及同心立法議員等來校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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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停課逾四個月

本校5月25日高小、6月2日初小先後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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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去年七月舉行小學暨幼稚園第27屆畢業禮，漁民互助會冼金松會長、中聯辦羅振宇副處長

、教青局黃逸恆處長、海事及水務局郭虔副局長、海關海上巡邏處布家明處長、航海學校陳宜婉

校長、工聯總會梁偉峰理事長、立法會李振宇、梁孫旭議員、珠海市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劉

江成主任、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陳曉平副行長、澳門坊眾學校區天香校監、濠江中學陳步倩副校長

、鮑思高粵華學校黎意芬校長、廣大中學陳建邦校長、菜農合群社江曉瑜會長及樊樹明、江超育

、陳達源、黃錫順、呂吉實、張明添、林英傑、楊道炘、許江雄、庄發輝等嘉賓、家長、校友六

百多人出席，氣氛熱鬧。

陳明金理事長在典禮上演講，他肯定學校一學年來取得的成績，勉勵畢業生在中學階段牢記師

長教導，勇敢迎接新挑戰，將來更好地為澳門特區服務。戴校長致謝詞勉勵畢業生要尊師重道，

學會感恩，勤奮上進，在新的學習征途上互勵共勉，再創佳績。小學及幼稚園畢業生代表分別獻詞，感謝母校的培育，祝

願母校前程錦繡、校務蒸蒸日上，並向母校致送了紀念品。

羅振宇、黃逸恆、郭虔及布家明分別頒發畢業證書；黃逸

恆頒發政府蓮花獎、李白獎；李振宇頒發澳門基金會獎；陳

曉平頒發學行卓越獎及發揚校譽獎；中國銀行永寧中心支行

黃錫順行長頒發愛校卓越獎及服務卓越獎；中國銀行下環支

行庄發輝副行長頒發漁民子弟勤學獎；航海學校陳宜婉校長

、漁民互助會布副會長、珠海港澳流動漁民工作辦公室劉江

成主任及澳門坊眾學校區天香校監轉發小六級參加歷年學界

比賽獲獎獎品。

本校去年七月舉行小學暨幼稚園第27屆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上，各嘉賓分別與應屆小、幼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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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上，嘉賓分別頒發奬品及與獲奬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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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農業農村部領導一行
2020年1月17日蒞臨本校參觀指導

國家農業部向本校贈送歷史、科普類書籍

國家農業部領導一行與本校師生合影留念

2020年1月17日，國家農業部領導一行蒞臨本校參觀指導 國家農業部領導一行蒞臨受到熱烈歡迎

與國家農業部領導一行舉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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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流漁辦領導一行
2019年12月16日蒞臨本校參觀指導

廣東省流漁辦領導一行與本校師生合影留念 7



2019年10月，經濟局戴局長（左六）應邀來校講座

應本校邀請，經濟局戴建業局長2019年10月10日走訪本校，與本校小學同學經驗分享，並與在場的學生互動交流。

講座受到戴校長、陳副校長、梁校長助理及小學五六年級師生歡迎，氣氛熱烈。

戴局長以“一個人的故事”為主題作心得分享。他親自以色士風吹奏一曲《春風》作開場曲。在悠揚樂曲中，他講

述一位當年在本澳北區成長的平凡男孩，自小性格內向、活潑好動，但經歷三件事後改變了這名男孩的人生。戴局長

表示，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失敗、挫折或打擊，要學會在困境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才會成功；每個人要學會自勵自勉，

那怕跌倒了也要爬起來再戰。

那位男孩敢於奮鬥、積極進取的

故事令人佩服；現今本澳學生學習

條件比以往優越，但仍需具有勇於

面對困難的決心。戴局長表示：特

區政府會不斷透過提供教育津貼、

優化教育環境、構建健康校園等恆

常措施，使學生可以有更良好的學

習環境，希望學生在求學時期要認

真努力學習，更好地裝備自己。戴

局長勉勵同學們無論遭遇順境或逆

境都要做好充分心理準備；要緊緊

抓住國家提供的構建粵港澳大灣區

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

與葡語國家商

貿合作平台”

建設等帶來的

發展新機遇。

最後，他再

次吹奏了一曲

《 You raise me

up 》作結，叮

囑同學們從現

在起勿失良機

，而且機會只

會留給有準備

的人。

經濟局戴局長訪本校分享故事
鼓勵師生要自勵自勉勿失灣區發展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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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青局教育研究曁資源廳黃健武廳長一行蒞臨指導

2020年6月，黃廳長（左四）一行訪校後與本校行政人員及語文、常識科組長合影

教青局來校檢書包重量 呼籲勿帶過重書包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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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曁青年局穿針引線下

本校與珠海市斗門南門學校締結姊妺學校

2019年9月，南門學校趙校長（前左二）、本校戴校長（前右二）及兩校行政人員茶聚交流

2019年12月12日，兩校校長（前左一、二）在社會文化司長（後右二）見證下於教青局簽署締結合約

同日簽署締結合約的各學校代表與社會文化司長（前中）及教青局領導、嘉賓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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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同心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李振宇為教職工主講

已公佈實施新勞工法產假侍產假等法例
2020年6月8日，工聯、職工教育協進會及同心李靜儀、梁孫旭、李振宇議員來校為教職工主持講座，分別

詳細解説已公佈並正實施的本澳新勞工法，包括新修訂的關於70天產假、男士5天侍產假等新法例，並説明公

積金不可用作對沖等規定。工聯馮家輝副會長在會上發言鼓勵全體與會者關注新勞工法的各項法例，並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復課後各項防疫措施，保證復課能順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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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內蒙古參觀培訓

本學年教師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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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
梁校助、胡老師
五校四川成都參訪之旅

2019年12月李老師、何老師
隨職工教育協進會
青年教師團赴韶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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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
家長順德史努比親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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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促進親子感情及加強學校與家長

的溝通，在澳門教育發展基金資助下，於十
一月二十三日舉行中山四季果園、順德史努

比繽紛世界親子一天遊。上午八時半，家長

帶同子女到拱北關口集合，家長、學生、教
師共二百五十多人，分乘六輛旅遊車浩浩蕩

蕩展開快樂的親子之旅。

親子團在中山四季果園品嚐及採摘水果
後抵達順德史努比繽紛世界。家長帶着孩子

走進《花生漫畫》的卡通世界，遊歷史努比

和小伙伴們的生活街區，盡情投入到充滿童
真趣味的漫畫情節中，感受輕鬆有趣、健康

有益的遊樂體驗。史努比繽紛世界以其獨特

的文化和世界普遍認同的遊樂項目，致力打
造“兒童的天堂，成人的童話世界”，穿越

半個多世紀的時空，重拾兒時的童真，和漫

畫人物來一次親密接觸，共同感受花生漫畫
的歡樂旅程，收穫驚喜不斷的難忘體驗。親

子團在園內玩遊戲、看表演，在歡聲笑語中

感受着明媚秋日的溫暖，享受着共聚天倫的
樂趣，興奮的心情表露無遺，快樂地度過溫

馨愜意的一天。老師們也利用難得空檔與家

長們暢談交流教學心得和見聞，氣氛熱鬧。
夕陽餘暉中，親子之旅踏上歸途。是次

活動獲得了家長們的好評，小朋友也期待着

下次的親子之旅。

家長史努比親子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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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
得分享

暑假 六甲 李啟幸
暑假開始了，我和家人一起去旅行，目的地是清遠。出發當

天，我們一早就到集合點上車。經過兩個多小時車程，終於到
達這次旅程的第一站──廣州花都洪秀全紀念館。

紀念館有四個展覽廳，展出洪秀全在花縣生活、學習和領導
太平天國革命活動的文獻資料。我看到當時民眾起義使用過的
武器、盾牌等用具，我還參觀了洪秀全家門前的古井建築。原
來洪秀全故鄉民房建築特點，採用仿青磚灰瓦牆為底板，突出
其家鄉特色。洪秀全紀念館使我認識了太平天國鼎盛時期和衰
落時期的情況。除了可以瞭解這位農民運動領袖成長初期的歷
史環境，還可以感受到當地的民俗風情和田園氣息。
第二天，我們去了黃騰峽天門懸廊遊覽。這是一座宏偉的玻

璃吊橋。當我踏上橋時，看到橋下竟然是一座座山頭。我立刻
不敢往前走及向下望，實在太恐怖了！可是在家人鼓勵下，我
鼓起勇氣走過去。我突破了心理障礙，竟然在橋上來回走了兩

次，頓時充滿了成功感。接着去玩漂流，
我們在河道上玩了一個多小時，緊張刺激
。上岸後，我感到雙腿無力，整個人浮起
來似的，很不實在。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行程結束了。

這個旅程使我增廣見聞，學到很多知識。
真期待下一年暑假可以快點到來，有機會
再與家人去旅行。

我長大後要成為與戴局長一樣優秀的人
六乙 杜善衡

不知不覺，已經開學六個星期，這期間發生了不
少有趣的事情，使我覺得即使在六年級的學習也增
添了不少色彩呢！
有趣的事太多了，但是使我最驚喜的，就是較早

前戴局長來學校進行分享會的事。有一天，老師告
訴我們明天戴局長會來學校進行分享會的好消息，
我開心極了！全班同學也感到期待。老師繼續說：
“ 你們一定要在局長面前有好的表現。” 我就在想
：這個局長到底有多厲害呢 ? 並想像了一下他的樣
子，我正是懷著這種期待的心情到了第二天。

就在我看到局長真人的時候，我覺得這個人真的是戴局長嗎？他如此年
輕，但是卻見識廣博。他不只會吹色士風，還已
經和一部電影的製作團隊合作呢 ! 而且他的人生
經歷十分刻苦，也值得我們去學習。我知道他現
今所有的成就，都是他日以繼夜地學習得到的。
在短短六週裏，我已學習了不少新的知識。我

長大後，一定要成為與戴局長一樣優秀的人!

二十年後的我是一位發明家。每天，我會駕
着我的私人火箭，前去我在火星所建的實驗室
進行研究工作。
當我到達實驗室門口，門會自動打開；當我

大聲説出一條很長的密碼時，地面會出現了一
個洞口，有一條長長的滑道通向我的實驗室。
到了實驗室，裏面有無數科學團隊和機械人

。一天，我們成功把研發的人類芯片植入一隻
寵物貓體內，這芯片使貓瞬間有人的特徵及説
話溝通的能力。
我們發明的東西還有很多，例如：“機械翅

膀”、“高速跑鞋”、“ 萬能背包”……。其
中“ 萬能背包 ＂是我最得意的發明，它能把
主人所需要的任何東西
全部變小後放進背包內

。有人問我：“這個‘萬能背包’不會
滿的嗎？”我説：“不會，因為背包裏
的四維空間是無邊無際的。＂
雖然我現在只是小五學生，但是我會

努力學習，向我的目標前進，爭取實現
夢想，成為一位發明家。

二龍喉公園遊記 四甲 李慧怡
修業旅行的前一夜，媽媽一直叮囑我，去旅行要注意安全。我

説，“知道了！”第二天，我起床的時候，感到特別興奮。我們
上車出發了。看到外面的風景，也看見我家附近許多綠色的植物
。老師曾經説過，看多點綠色的植物對眼睛好。

到達二龍喉公園大門附近，我們下車了。下車後，我們走到一
些小樹附近，老師忽然叫我們停下來，拍了一張大合照。拍完後
，我們就到荷花水池前拍照。拍完了，我們又去噴水池。那可不
是普通的噴水池，噴水出來的那條柱，已經很特別了，因為那條
柱是像魚跳出來的形態。那裏養了很多小魚和小蝌蚪。拍照完了，我們便沿着階梯
上山了，一路上感覺凹凸不平。不知不覺，我們走到用植物造成的大型時鐘，老師
又幫我們拍了一張大合照。

到達松山市政公園後，老師讓
我們解散。我先吃東西，吃得津
津有味。接着我去玩攀爬架。不
料，我扶不穩跌倒了，還導致了
左手腕受傷，真倒霉。一個多小
時過去了，我們要回校了。

上車後，我依然依依不捨，但
是也要回校了。在車上我還是很
有精神的。我希望下次可以再去
二龍喉公園遊玩。

我愛我的家 四乙廖健彬
我的家有四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
我的爸爸很愛睡覺，他睡覺的時候，誰也叫不醒

他。爸爸的性格很和善，做事認真。我的媽媽就像
一隻老鷹，每當我不溫習、不做功課的時候，她就
會伸出她的鷹爪來收走我的手機。媽媽每天為我準
備可口的飯菜，就像一名大廚師。她性格開朗，常
常臉帶笑容。我的妹妹就像一隻可愛的小狗，她最
愛追着我打鬧，性格活潑可愛。
我自己像一隻獵豹，跑得快，而
且喜歡幫助別人。
爸爸和媽媽在假期的時候會帶

我們去珠海吃東西和看電影，有
時候會和我們一起打羽毛球和溜
冰。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我有
一個很愛我的爸爸和媽媽。
我愛我的家。

暑假記事 五乙 賴欣鑫
今年暑假，由於爸爸媽媽都比較忙，所以照顧弟弟的任務交給我了。

早晨，我朦朦朧朧睜開眼睛，弟弟已在身旁，臉上露出了頑皮的表情，

好像說：“姐姐，我餓了！”我便爬起來為他沖奶。看着他喝完奶後，我

便去做自己的事情。沒過多久，弟弟過來拉我的衣服，要我陪他玩玩具

。到了吃飯的時間，媽媽讓我餵他吃飯。由於他太頑皮，我餵得很辛苦

，把嬰兒車都弄髒了。我有點不耐煩，但是看着弟弟的笑臉，我的心情

又好起來了。

下午，我要哄弟弟睡覺，我要講故事，又要唱安

眠曲，他好不容易睡着了。我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心裏想，照顧弟弟真的很辛苦呀！我才照顧了一天

就那麼累了，爸爸媽媽一直在照顧我們，也沒有說

一聲累，我終於體會到爸爸媽媽的辛勞了。

這個暑假我過得很開心，因為學會了如何照顧弟

弟，也體會到家人的辛苦。

二
十
年
後
的
我

五
甲

方
星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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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一定會把病毒打敗的 五甲張可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校停課，又

一再延遲開學。在澳門，原有的10宗病例痊癒出院，又出現了30
多宗外地輸入病例，導致開學又延遲了。

到了5月25日，高小終於復課了，因為受疫情影響，學校執行許多防疫措施，
例如我們進入校門時要經過測温門探熱和洗手消毒，上課時要全程戴口罩，午膳
也要自備飯盒和餐具，學校也提供不少消毒液給同學使用，防疫措施很周全呢。

雖然疫情還沒有完全消滅，但相信在各國各地前線防疫及醫護人員努力下，一
定會把病毒打敗的。同時，我們也要緊記：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這樣我們
才會避免感染。

感謝奮戰抗疫前線醫護人員
五乙 潘靜瑶

今年的春節是一個特殊的節日，沒有以往的喜氣
洋洋，人們都在家中閉門不出。造成這一切的是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這種病毒可以讓人們發炎、肺衰竭，甚至死亡。
開學的日子到了，但政府宣佈停課，我們已不能去學校，只能在家

自習。學校每個星期都會佈置自習作業，媽媽每週把作業打印好，我
通常把會做的先做好了，不會做的就等媽媽下班回來教我做。除了學
校的自習作業，媽媽還要求我每天做一篇英文閱讀。

這次疫情各行各業湧現出很多勇敢的逆行者，特別令我敬佩的是奮
戰抗疫前線的醫務人員，是他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無私的奉獻，換來
我們平安健康，真的很感謝他們。

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退去
四乙馮靖文

春節是我最期待的節日，不過今年春節期間卻爆

發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過去的春節，媽媽總會帶我們回鄕。在家鄕我們

可以見到許多親戚和朋友，其中還有我最掛念的外
婆。但今年不幸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為免疫
情擴散，政府實施了許多減少通關的措施，我也因
此不能回鄕了。

學校也延長了春節假期，不過停課不停學，我們
在家中要完成老師安排的網上學習和功課。停課期
間，媽媽帶我到超市買日用品。到了超市，眼前的
景象讓我驚呆了，貨架上空空如也，收銀台前也排
了一條長長等候結賬的人龍。我買不到要買的東西

，只能兩手空空地回家。
這次疫情世界各地染病者不計

其數，也奪走了不少人的生命。
我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退去，讓世
人活可以回復正常。

做好防疫措施，
避免病毒傳播和感染

六甲譚茜盈
2020年1月放寒假時，本來以為可以很好地過新年，但是

當聽到開始爆發新冠肺炎後，我們時時刻刻看着新聞報道，
看着各地的感染人數，生怕下一個感染的就是自己。

我們都減少出門，甚至不出門。我可以在不同渠道看到世
界各地的醫生、護士走在防疫最前線，不怕感染去照顧無數
染病的患者，令我感動不已。
疫情期間，澳門政府也做了不少政策，例如全民口罩保障

計劃、向市民派送消費卡、發放防疫津貼，呼籲市民勤洗手
、少出門、免聚集、戴口罩……
由於我們不能外出，所以不能上學，而老師只好把自習和

功課發到學校網站上，做到停課不停學，直到五月廿五日復
課為止。復課後，每天仍然要戴口罩、要勤洗手，課室要保
持通風，而且吃飯要自帶餐具，跨境同學每星期要做核酸檢
測，目的就是要避免病毒傳播和感染。

防疫抗疫的生活很難忘記，我相信人們都會牢記這一年。

我要努力做好自己，
不給國家添亂

六乙翁子晴

因為疫情爆發被迫停課

四個月，已沒有辦法上學
，我們只好聽從政府的安
排，安靜地待在家裏。
我在家裏非常無聊，過的日子就是看電

視劇、打遊戲機和睡覺。過久了自然會感
覺枯燥乏味，而且連下樓倒垃圾也要戴口
罩，可想而之疫情有多嚴重了。
更糟糕的是，由於停課的原因，讓我們

的課程落下了很多，幸好我們也有定期完
成老師佈置的作業。總的來說，“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就像一塊沉重的大石，壓在
每個人的心頭。
我也要為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警察，

以及默默服務社會的工作者致敬。我作為
一個小學生，我要努力做好自己，不給國
家添亂。在這個特殊時期，我會少出門、
勤洗手、不聚集、戴口罩，更希望世界各
地都能盡快挺過疫情。
在停課這四個月中我真的學會了許多。

為了中國，我們都要加油！我堅信我們的
堅持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不一樣的春節 四甲何愷軒

本來是熱熱鬧鬧、開開心心的春節，卻被一場新冠肺炎影響了。外

出也要戴上遮得嚴嚴實實的口罩，世界各地的學校都停課了。我的學
校也宣佈停課，老師佈置了網上功課讓我們自習。
停課的我，初時很開心，但不久便不開心了，因為只能在家做網上

功課，看電視瞭解疫情，無聊時玩一會兒遊戲。有時我不會做網上功
課，便會請媽媽教我。
令我敬佩的是治療病人的醫生和護士。如果他們

不小心感染病毒，便有生命危險。我們要學習他們
這種為保護世界安全貢獻自己生命的精神。
三個多月後，本澳疫情已舒緩，我收拾心情整理

那些網上功課，因為我快要復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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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獎名單
特優獎

六甲 庄子緣 陳念祖
五甲 梁嘉琪

一等獎
六甲 王心渝 趙家豪

吳雅雯 麥心妤
六乙 趙秀云

二等獎
六甲 周恆東 洪子雄
六乙 何凌鋼 岑梓晴

許乙尼 詹子欣
五甲 呂靖愷
五乙 蕭恩怡

入選獎
六甲 李啟幸 布文希

林淑怡
六乙 吳銀婷
五甲 周希望 王咏莉
五乙 羅 靈 賴欣鑫

2019年10月
參加漁農販
雙慶杯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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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獎名單
高小組
一等獎：陳怡晴
二等獎：吳慧清 陳欣瑜 馮恩潼 蔡泳薇
入選獎：吳金燦 李俊軒 林心瑜 林如玉

馬綺琳 梁君妍 梁美華 曾子倩
王楚怡 林怡姍 洪婧妍 張柏楊
王心渝 吳雅雯 吳銀婷 林淑怡
潘紫盈 王咏莉 庄子緣 何凌鋼
周恆東 洪子雄 陳 穎 麥心妤
詹子欣 趙秀云

初小組
一等獎：呂靖愷 周希望
二等獎：黃嘉怡 羅 靈 吳愷瑤 蕭恩怡

蔡嘉馨 許子淇
入選獎：吳淑瑩 梁嘉琪 楊嘉儀 林舒嫚

張可蕊 張家瑞 潘靜瑤 賴欣鑫
吳銘樂 戴安妮 譚浩杰 布文杰
李嵐嵐 陳家軒 馮靖文 謝俊景

本校同學參加2019“漫步澳門街”
第24屆北區青少年學生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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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
參加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2019年11月

本校田徑隊於參加學界越野跑

2019年11月
本校田徑隊
參加校際定向比賽

2019年11月
本校田徑隊於參加學聯環山跑

比賽成績
入選奬：五乙潘靜瑤、四甲許子淇、四乙馮靖文

本校獲獎名單
女子D組 第二名 六甲 王心渝
女子E組 第三名 四甲 許子淇
男子E組 第九名 四甲 布文杰

本校獲獎名單
女子D組 第一名 六甲王心渝
男子E組 第三名 四甲布文杰
女子E組 第二名 四甲許子淇

第四名 三乙張盼盼
第十名 三乙梁穎怡

本校獲獎名單
短距離賽

男子D組 第四名五乙郭佑龍
女子D組 第三名五乙賴欣鑫

第四名六甲薛美怡
男子E組 第二名四甲何愷軒

第三名三乙藍燁康
第四名四乙劉丁文
第五名四乙黃咏堃

女子E組 第二名四乙蔡嘉馨
第四名三乙張紫凝

百米賽
男子D組 第三名四乙廖健彬

第四名五甲沈漢廷
第五名五甲陳文軒

女子D組 第二名六甲吳雅雯
第五名五乙陳珮珮

男子E組 第二名三乙藍燁康
第四名四甲何愷軒
第五名四甲陳偉恆

女子E組 第一名四乙蔡嘉馨
第三名四乙丁芯瑤

女子E組團體冠軍
男子E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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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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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習生活

2019年10月，本校同學參與賣旗籌款活動前合影

2019年10月，本校小六同學往旅遊塔參觀中銀貨幣展

2019年12月，本校同學參加慶祝2020年元旦園遊會

2019年11月，本校幼稚園小朋友參加蘋果派發儀式 2019年11月，本校小學同學參加水果分享日

2019年12月，本校同學參觀新中國70年民間記憶展

2020年1月，本校幼稚園小朋友舉行生日會

2019年9月舉行各級家長會。圖為幼稚園家長會情形

2020年1月，小六級同學參觀澳門坊衆學校中學部2019年10月，黑沙環衞生中心來校為學生注射流感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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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本校舉行各級同學秋季修業旅行，圖為幼高乙班（左）、小三甲班（右）攝於二龍喉公園

2020年5月25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後高小各級復課 2020年6月2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後初小各級復課

2019年12月，小六級同學參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左）、教業中學（右）2019年10月，學生層層疊比賽

2019年10月，本校六甲、六乙班同學秋季修業旅行，攝於氹仔龍環葡韻

2019年12月，本校小四同學（左）、幼低小朋友（右）參加在祐漢公園舉行的漁農販慶祝雙慶文藝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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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4-15日
“認識祖國，愛我中華”
陽江恩平兩天遊

本校26位同學得教育發展基金資助，前往陽江、恩平進行“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兩天學習、參觀活動。
師生們抵達陽江閘坡，參觀亞洲大型水下考古博物館──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及南海一號水晶宮。該館是中

國迄今為止考古發現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整、文物儲存最多的遠洋貨船，其價值和影響力不亞於西安秦始皇兵馬俑
。師生們對館內的陳列館、水晶宮、藏品倉庫等設施及展品甚感興趣。繼而遊覽被載入健力士之最的十里銀灘，大家
盡情享受陽光、沙灘與踏浪的樂趣。之後前往參觀全國十大漁港之一的閘坡國家中心漁港，體驗漁港風情。

第二天，前往恩平泉林黃金小鎮最原始、最具趣味的核心景區── ──那金谷，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師生們親身體驗
淘金文化的樂趣、欣賞少數民族風情表演、5D影院等綜藝活動。接着參觀位於錦江河畔，兩岸田園風光旖旎，明、清
兩朝時期至今仍聲名遠播的歇馬舉人村。村內尚存的祠堂、舉人石碑、清朝皇帝的聖旨石碑、八大旗杆夾及獨特的“女
人巷”等文物、古跡，都保存完好，都記載着“舉人村”數百年來的輝煌。在導賞員聲情並茂的解說中，師生們上了一
堂印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課。

通過這次旅行，師生們對中國歷史文
化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加深了學生對祖國
的認識和熱愛，加深了愛國愛澳、放眼世
界的情懷，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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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小六畢業旅行花絮

曜誠：到了孫中山故居門前，一眼便見到
“天下為公”四個大字，我們拍了大合照。

健鋮：我們第一個前往的地點是中山先生
故居。我親眼看到了課文描述的中山先生少
年時候聽老人講故事的銅像。
家豪：中山先生出生於農家，他是偉大的

愛國者，中國革命的先驅；他推翻了封建帝
制，創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智澤：我看見興中會誓詞：“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正跟我
們歷史書上的問答一樣。
家源：大樹下的銅像是我們在課本上見到

的，老師說這就是孫中山少年時在樹下聽老
爺爺講太平天國故事的情況。

湘凌：我在書中看過孫中山先生的幼年像
，想不到在故居裏可以親眼看見那個銅像。
嘉穎：果園為我們送來超大盆水果，並叮

囑我們從百香果、火龍果、橙、木瓜和香蕉
順着次序吃。
文希：來了大果盆，有我喜歡吃的木瓜，

還有木瓜雪耳糖水，我喝了很多碗。我們去
摘草莓也滿頭大汗，感受到當農民的滋味。

文熙：我拿着籃子摘草莓，一下田便弄得
滿鞋泥，我不管髒不髒，繼續一顆顆地摘，
不久籃子都滿了，我吃了一顆，十分美味。
子龍：下田去摘草莓，我先用塑料袋套好

雙腳，但褲子還是沾上了泥土。但是到最後
，我的鞋子、褲子上全部都是泥。
寶怡：下田回來的時候，沒料到鞋底全是

泥巴，只好向老師求救，老師借來紙巾讓我
擦鞋，我心裏默念着不會再下田了…
展華：午飯我們吃的是中山風味宴，有酸

甜菠蘿排骨、特香龍井小龍蝦、清蒸魚等，
吃得我津津有味。
家靜：午餐菜式非常豐富，有香炸魚、茶

香蝦、魚腐勝瓜湯…我還喝了許多湯，那裏
的餸菜非常美味呢！
海林：到了午飯時間，沒料到整個六年級

為我慶祝生日，我非常開心。
恆東：最難忘的一站是大盛陶藝館，工作

人員告訴我們製作陶器的方法，還讓我們親
自製作陶藝。

紫盈：陶藝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難。
但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我的一番努力，
一件美麗的工藝品出爐了。

周悅：我在陶藝館玩製陶瓷和畫沙畫。我
做了一隻陶泥小貓，玩了一會沙畫便要集隊
回家了。
子雄：這次旅行很精彩，讓我體驗了許多

不同的嘗試。我決定下次跟家人再重遊這所
陶藝館。

子晴：這次旅行讓我增長了很多見聞，也
開濶了眼界，我會努力升上初一，不負師長
的期望。

地點：翠亨村孫中山故居
中山四季果園
中山大盛陶藝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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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小學畢業班同學（六甲）

王心渝 王耀濠 布文希 庄子緣 吳佩璇 吳浚豪

吳惠妍 吳雅雯 李卓楠 李啟幸 周 悅 周恆東

季米菲 林淑怡 洪子雄 梁展華 陳 穎 陳念祖

陳晨星 麥心妤 馮子輝 馮梓傑 黃宇新 趙家豪

劉亨特 歐陽心怡 鄧苗貝 薛美怡 韓智澤 譚茜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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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小學畢業班同學（六乙）

何凌鋼 吳柏熹 吳銀婷 岑梓晴 李家靜 杜善衡

林文熙 林嘉穎 林營善 林寶怡 胡家源 翁子晴

袁詩晴 梁俊昊 梁凱俊 許乙尼 許騰元 陳海林

陳健鋮 賀泓政 黃梓鑫 楊曜誠 詹子欣 趙秀云

劉湘凌 潘紫盈 謝鎮壕 譚淑珍 顧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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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幼稚園畢業班同學（幼高甲）

于承茂 王芯儀 朱瞳茵 何愛茵 吳奇峰 吳柏羽

吳寶兒 李佩珊 李穎菲 李駿濤 周俊熹 林政樂

洪嘉祥 胡詩雅 翁銘浩 康梓伊 莊超穎 陳希妍

陳思如 陳 歐 黃君宇 劉詩昊 歐陽嘉濠 蔡子健

蔡元悅 黎芷盈 霍浩駿 羅果兒 蘇俊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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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屆幼稚園畢業班同學（幼高乙）

王芷妍 庄樹權 朱霆鑫 吳又可 吳欣怡 呂錦源

冼子棱 周兆愉 林浩源 林偉墻 姚文丞 洪思童

容梓凌 翁逸凡 張子檸 張俊晞 郭宇軒 陳思衡

黃辰希 黃芷芊 黃恩娜 葉益彰 虞文濠 詹芷欣

寧靜蘭 趙峻熙 劉子騏 滕致權 盧恩成 蘇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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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畢業獻詞
鄧苗貝 潘紫盈

尊敬的各位嘉賓、家長、校長、各位老師和同學:
我代表全體畢業生，衷心感謝母校為我們舉行這次盛會，

感謝各位嘉賓對我們的勉勵，感謝師長們對我們語重心長的囑
託，也感謝學弟、學妹們的臨別贈言。

轉眼間，六年的小學之旅即將畫上句號，現在回憶往事，
一切都歷歷在目……匆匆走過的二千多個日與夜，它帶走了我
們的稚氣，卻帶不走我們在校園裏留下的歡聲笑語。

在這離別之際，我們對母校的一切都那麼依依不捨。這六
年來，母校無微不至的悉心教導，使我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
學會了待人處世的道理。我們就像稚嫩的幼苗，在母校的庇護
下健康快樂地成長。我們要感謝默默付出的老師，是師長們那
不吝嗇的讚美和鼓勵，激勵着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揚帆起航，勇
往直前；是您們中肯嚴厲的批評，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擺正前
進的方向。

多年來，在母校的帶領下，我們參加了不少比賽。如:書法
、繪畫、田徑和朗誦等，在老師的悉心教導下獲得了許多獎項
；在與人相處方面，師長教導我們要勤學守紀、待人真誠、友
愛同學，使我們在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的發展。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們要離開母校了。我們一定牢
記師長的諄諄教導，升上中學後，決不虛度光陰，不辜負師長
的殷切期望，繼續成為一個“愛讀書、守紀律、健身心、求進
步”的好學生。讓每一位畢業生都能夠發自內心地說：今天我
為母校感到驕傲，明天母校也會為我感到自豪!

最後，我代表全體畢業同學，再次對母校表示衷心的敬意
。祝母校前程錦繡，為澳門特區培育更多的人才，創造更輝煌
的成就。

孫中山故居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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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簽名留念，多謝！ 2020.7.27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摘唐朝王之渙《登鸛雀樓》名詩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