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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燕校長
校長的話 

愛的實踐

  2019年度，李兆強小學多了幾張新的面孔，除了新老師之外，還來了個新校長。新校長的到來，盼望
能為學校帶來更多新氣象，讓學校有更多元的發展，為孩子營造最佳的學習環境；讓孩子更愉快學習，享
受美好的校園生活。盼望同學能好好裝備自己，滿有信心面對將來的挑戰，成為更有才能的青少年。

  我和教師團隊審視了學校現時的工作，以教育局的優異學校表現指標為學校的工作目標，給予教師
具體清晰的方向，保持兆強的優勢之餘，將領導學校的工作邁向卓越的方向。兆強的發展在整個教師團
隊努力下，一定可以更上一層樓。

  本年度，學校善用資訊科技，優化學校行政工作，改用電子通告、電子繳費系統、善用內聯網及學
校網頁並優化學校打印系統，提升行政效率，為教師減少非教學工作，讓教師能更專注在教學及學生關
顧工作上。

  除了重視教學效能外，學校更著重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及積極正面的態度。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人
格，友善樂觀，不怕困難與挑戰，才能成為社會明日的希望。我們的教師團隊致力建立充滿關愛與支持
的校園文化，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使他們健康快樂成長。學校是孩子的另一個家，關愛從早上
上學的有禮問安開始，同學們帶著微笑的一句早晨，都是和師長間愛的互動。學校的陽光大使、風紀隊
伍、制服團隊、一人一職的計劃，更能讓孩子在生活中實踐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

  本年因疫症流行的關係，我們被迫要停課，就連大家最為期待的境外交流、學校旅行、小六畢業營也
被迫取消了。雖然未能上學，但教師們仍為學生在家停課不停學而努力，包括調適課程及教學內容，製
作及拍攝教材，以及運用視像教學等，務求讓學生維持良好的學習狀態，保持學業水平。教師給予家
長和學生的陽光電話及ZOOM視像課堂，更將大家的距離拉近。無論遇到甚麼困難，我們相信有愛終
可克服。

  在停課期間，我們更加齊心抗疫，老師、家長和同學以不同形式為前線醫護打氣，實在讓人
感動。孩子們的成長歷程也很不一樣，欣聞大家樂於分擔家務，協助爸媽照顧弟妹，與家人關係
更加親密。大家都較以往更注重健康與衞生，而且運用資訊科技學習、自學及自我管理能力亦大
大提高。復課後，我們又再從新出發。讓我們珍惜每個學
習機會，與同學彼此友愛，重新投入校園生活。

  下學年，學校將有更愉快、更精彩的校園
生活等待大家，讓我們一起投入參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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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恭賀陳小燕校長獲香港教育行政學會評選
為2018-2020年度「卓越教育行政人員」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舉辦第四屆「卓越教育行政人員獎勵計劃」，從
全港中、小、幼、及特殊學校之中，甄選在教育界有卓越表現的行政人

員予以表揚，該會於2020年1月1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頒獎
禮，本校陳小燕校長憑其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理念，獲選為全港

十大「卓越教育行政人員」之一。
  陳校長經驗豐富並曾領導多所學校，打造優秀教師專業團
隊，有系統地提升教師教學和行政效能；又營造關愛校園，打造

優良的學習環境，發掘孩子潛能，培育孩子在身、心、靈各方面
的全人成長。陳校長的堅毅、幹勁和領導才能，得到評審團成員
高度評價，一致推選為「卓越教育行政人員」。
  第四屆「卓越教育行政人員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的主禮嘉賓為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張國

華；參選「卓越教育行政人員獎勵計劃」的校長，須經
執委會初選，以及終選評審團以面試方式遴選，而今屆

終選評審團成員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李子建、香港教
育行政學會會長李少鶴及主席陳曾建樂、前世界衛生組織

總幹事陳馮富珍以及香港大學教育學系前系主任黃錦樟。(節錄自2020年1 
月19日教聲報導)

  本校參加了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主辦的「數碼閱
讀日記」先導計劃，與其他九間先導學校合作，透過設立「小
奇兵頻道」加強聯校的閱讀交流分享，另外計劃亦開發軟件打
造閱讀互動平台，將閱讀紀錄數據化，讓各校共享資源，使閱
讀推廣更多元化及更富生命力。早前，該先導計劃已舉行發佈
會，得東九龍教區郭志丕主教蒞臨主禮，場面熱鬧。
  此外，本校響應計劃中的「小奇兵頻道」，加強了校內的閱讀交流和分享文化，
當中更有表現優異的分享片段，在校外比賽獲得佳績。

數碼閱讀日記

得獎者 作品名稱 獎項
1 關迪文 任何文分享火災求生記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優異奬

2 莊子昊
莊子雋 沖天兄弟分享世界冠軍紙飛機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亞軍

3 林奕男 奕男師兄分享三兄弟的故事 獲教育局「喜『閱』學生」嘉許奬

4
莊子昊
莊子雋
張頌恩

鄉村教師 獲教育局「喜『閱』學生」特別嘉許奬

  本校會繼續努力，進一步建立可持續的聊書風氣，增進閱讀學習素質，
貫徹終身學習理念。

學生向來賓講解軟件操作。

數碼閱讀日記發佈會委員合照。

莊子昊、莊子雋同學榮獲
第四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讀

報告比賽亞軍。

關迪文同學榮獲第四
屆香港小學生創意閱
讀報告比賽優異獎。

    承蒙陳校長賞識，提名參與競逐「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並獲得香港學校圖

書館主任協會的嘉許獎，此乃晚生之莫大福份。

    不過，羅馬非一日建成，兆強之閱讀風氣，非一朝一夕可創造出來，當中亦多得幾位

前任校長、副校長的支持，以及各位主任和老師，互相携手，環環相扣，互補不足，方能

聚沙成塔，營造出良好的閱讀氛圍，是故晚生在這方面不敢居功，只認為自己是機械中的一個

齒輪，時刻緊守自己的崗位，一方面希望培養出學生的閱讀習慣，時刻對世界抱有好奇心，一直終身學

習，與時並進；另一方面，透過閱讀，擴濶學生的視野，提升他們的心態與境界，在Ｚ世代中成為一位有貢獻的人。

    最後，我再一次感激校長及各位同事的幫助，在推動閱讀方面，做到「全民皆兵」，而我亦會不忘初心，與大家砥礪前

行。謝謝！ 黃志恒老師

黃志恒老師獲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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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專業團隊 發揮兆強精神

  為了更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並了解現時教育的新趨勢，本
校每年會舉辦教師發展日及校本硏討會。本校教師透過持續專業學習擴
闊視野，提升教師專業素質，從而促進學校的發展及學生的學習，建立
專業的團隊。
  2019年9月10日舉行了教師分享會，陳小燕校長以「團隊精神」為
主題作分享。陳校長帶領我們進行活動，思考團隊精神的重要性，打造
具有朝氣與活力的教師團隊。教師們積極投入活動，互相分享經驗，氣
氛十分融洽。活動凝聚全體教師的向心力，充分發揮整體的團結精神。
  2019年9月13日學校邀請了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的導師到校分享，以
「STEM教育」為主題舉行了「教師發展日」，介紹計算思維編程教育的概念，分享教學
心得。教師們透過分組討論及實作活動，更能深入了解如何運用計算思維滲透入課堂教
學，為我校教師推行STEM教育打了強心針。另一個環節，由本校陳小燕校長為我們講解
「關愛校園及合作學習」。 陳校長與我們分享合作學習優化教學的好處，亦將推行合作學
習的方法逐一講解，讓我們了解合作學習的優點：互動性強、強調學習成效、照顧不同能
力的學生、培養共通能力等，令教師增添信心推行四高課堂，有助提升教學效能。
  除此之外，本校亦按各科的發展計劃編排校本硏討會。教師透過多元化方式的學習及
反思，以更新教學思維及知識，互相支持，分享經驗心得，令教師團隊發展成為一個更強
大的學習社群。

陳校長、STEM組成員感謝香港大學
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的導師團隊指導。

陳校長指導團隊實踐
關愛校園及合作學習。

教師利用平板電腦輸入程式，
以mBot機械人進行測試。

教師根據編程任務的要求，分組編寫程式。

完成測試後，組員一起分析測試結果。

陳校長以「凝聚專業團隊  發揮兆強精神」為我們分享。

上學期各科組專業發展培訓
日期 名稱

23/8/2019 課程發展組：共同備課
26/8/2019 課程評估組：校內評估
26/8/2019 課程發展組：課程統整
27/8/2019 訓育輔導組：正向教育
27/8/2019 外事推廣組：活動教學
27/8/2019 課程發展組：STEM教育
10/9/2019 陳小燕校長：團隊精神
11/9/2019 學科管理組：閱讀推廣
12/9/2019 課程發展組：專題硏習
20/9/2019 訓育輔導組：和孩子一起正向看世界

18/10/2019 陳小燕校長：合作學習
21/10/2019 English：Creative and fun way to teach English
21/10/2019 外事推廣組：新老師分享會
22/10/2019 專業發展組：危機處理
25/10/2019 中文科：如何在中文科使用Mentimeter
1/11/2019 常識科：SCAMPER創意思考模式
8/11/2019 專業發展組：Artec Block編程教材

19/11/2019 陳小燕校長：優異學校表現指標
28/11/2019 音樂科：無伴奏合唱
29/11/2019 視覺藝術科：STOP MOTION
2/12/2019 普通話科：新舊教材的比較
2/12/2019 電腦科：Scratch JR故事創作
5/12/2019 公民教育科：快樂人生
5/12/2019 宗教科：聖經可信嗎？
6/12/2019 English：E-learning
6/12/2019 數學科：善用智力遊戲提升學習效能
10/1/2020 學習支援組：自閉症學生的課堂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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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繫
  本年度開放日由陳校長精彩吸引的歡迎辭揭開序幕，為來賓介紹本校
的特色，當中以致力培育品學兼優的學生為一大重點，在場的來賓都聽得
十分投入。在講解本校特色後，便隨即開放校園多個特別室及課室，讓來
賓自由參觀，並由本校同學擔任親善大使，為來賓作詳細介紹。幼稚園生
亦同時參與本校老師設計的多元化學習活動，包括有趣互動的語文遊戲、
活力十足的體育運動體驗、以及具備多感官刺激元素的STEM多元智能活
動等，希望藉着是次開放日，讓外界人士親身感受
李兆強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從而加深對本校各方
面的了解。陳校長的到任為李兆強注入新的動力，
相信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家長也能感受得到，並
透過是次開放日展現出來。
  除此之外，陳校長到任後也與區內的幼稚園保
持密切的溝通和聯繫，為幼稚園家長講解選校策略
及分享教育孩子的心得，家長反應熱烈。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每一位花式跳繩隊員都是活力十足。

管樂團的表演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利用平板電腦控制小小
機械人，十分有趣。

同學化身不同角色，介紹中國的名勝古蹟。 寓學習於娛樂，激發小朋友的多元智能。 陳校長到幼稚園分享小一選校策略。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得以順
利完成，有賴各家教會委員的付出。大會
上，主席介紹會務報告並頒發委任證書，是
次會議亦進行修訂會章的程序，令本校家長
教師會的會章比以往更為完善。為答謝家長
義工為學校的付出，每位到場的家長義工均
獲頒發感謝狀。會後，同學們為大家帶來一
連串精彩絕倫的表演項目，包括勁度十足的
花式跳繩令在場觀眾拍案叫絕；管樂團所演
奏的悠揚樂韻令人聽出耳油；更首次由師生
攜手演出「兆強家校正向小劇場」，表演的
師生們施展渾身解數、載歌載舞，令現場氣
氛熱烈非常。最後以緊張刺激的親子遊戲作
結，無論學生、家長還是老師都樂在其中，
既增進了彼此的溝通，更建立起良好的家校
合作夥伴關係。

陳小燕校長與家教會主席
致力推動家校合作。

一眾家長教師會委員，實在勞苦功高。

感謝每一位家長義工在過去一年的付出。

管樂團所演奏的悠然樂韻
令人聽出耳油。

學生、家長和老師打成一片，氣氛熱鬧。 親子遊戲環節緊張刺激，大家都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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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
  本年度推行全年性一系列的「品格教育活動」，如「品格之星」、秩
序比賽等，均旨在培養同學成為具有良好品德的好公民，此外，學校特別
重點培養同學成為有自信、正向積極、樂於學習的人，故全校統一推動培
訓優良學習態度的「積極聆聽五件事」，提示同學於學習時「眼睛注視、
耳朵細聽、嘴巴安靜、姿勢挺直、專心學習」，另有加強自律表現的「戶
外學習三個『不』」，提醒同學進行校外學習時「不走失、不受傷、不失
禮」，讓德育的培養重點更具體化地傳達到學生心中。
  另外，本年度亦增設了不少有益身心的活動，讓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同
學，也可在不同時段內進行多種的遊戲，如歷奇活動、桌上遊戲及積木遊
戲培訓等，讓同學從活動中提升其專注力、創造力及解難能力，更能學習與同學
互相合作，互相幫助，以發展其協作能力。在各項活動中，同學們各展所長，互
相學習，彼此欣賞，從而增加自信心。
  在照顧學生及校園安全方面，我們精益求精，不斷完善各項安排，如平日放
學及雨天集散方式等，希望家長也充份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體貼與關懷。   

每班定期選出不同品格之星，
如勤學之星、尊重之星等。

兆強學生個個眼睛BLINK BLINK BLINK！
笑容CLINK CLINK CLINK！

陳校長時常提點風紀執勤時的
工作法則，悉心栽培每一位學生！

透過與人合作，發揮創意製作小迷宮，
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也可各展所長。

於午膳小息進行益智的桌上遊戲，讓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生能在遊戲過程中發揮解難能力。

正向教育及活動
  在陳校長到任後，積極推動關愛校園的工作，讓學生在
愛與正能量的氛圍中成長。本年度正向教育以生命教育為
主軸，藉著讓學生與家庭和朋輩建立關係，讓學生明白自
己在愛與關顧中成長，同時學習體諒家人的辛勞，嘗試貢
獻自己的力量。此外，建立陽光大使團隊讓兆強學生學習
成為充滿陽光朝氣的孩子，每天均滿有自信、滿有關愛地把
兆強的陽光種子散播在校園每個角落。
  在停課期間，正向教育聯合社工、生命教育小組
等，於網上舉行「師生醫護打氣大行動」，讓學生於

停課期間，透過製作不同的打氣材料，向醫
護人員發放正能量，也收到醫護愛的

回應。
  本年度，我校更榮獲「關愛

校園榮譽」，大大肯定了本校
師生及家長為孩子打造關愛校
園的努力！

在「生命教育放大鏡」時段，
同學們互相分享，互相鼓勵！

家長和學生在學校開放日向來賓推廣生命教育。 生命大使短片

陳校長帶頭參與「師生醫護打氣大行動」的
短片拍攝，為全港醫護打氣！ 在陽光大使委任大會上，所有同學都精神奕奕，充滿自信呢！

看看我們的成果！我們也是
「家務小助手」呢！

同學嘗試在家中持續擔任一項
家務，體驗家人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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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雨之聲『耶穌傳』話劇佈道會

  感恩天父的預備，恩雨之聲同工到校演出「耶穌傳」，為同學進行了兩場話劇佈道
會，讓兆強同學能在聖誕節前夕，將臨期期間，重温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反思天父對
我們的愛：「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
永生。」（約翰福音） 
  整套話劇只有三個演員，加上簡單的佈景和道具，但卻能把主耶穌的一生呈現在觀
眾的眼前，加上幽默惹笑的對白和輕鬆的演繹方法，再配合千變萬化的魔術表演，令老
師和學生都被引得哄堂大笑，笑聲此起彼落，十分投入。
  其中飾演旁白的楊英偉先生是一位熱心服待主的基督徒，很欣賞他下功夫去明白小
學生的想法，對白連繫到同學的日常生活片段，讓同學產生共鳴。整套話劇的高潮，莫

過於我們一起看着主耶穌被鞭打、嘲笑和侮辱，直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整個
禮堂都安靜了，他的死是多麼的真實。當我們仍然為耶穌的死而傷心時，一位
身穿白袍的人突然出現在禮堂的大門前，主耶穌復活了！同學們無不歡呼驚

訝，立刻踴躍地和主耶穌握手，甚至有同學擁抱着他。從同學的反應可看
到這套話劇大大地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大家好像親身見證了主耶穌戰勝
死亡、從死裏復活一樣，感覺十分震撼。
  主耶穌的事蹟不再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深刻地烙印在我們心中的事

實，當天同學們十分投入，活動順利完成我們十分感恩和鼓舞！願天父繼
續帶領兆強，為神多結果子，更願主內的幼苗能茁壯成長，成為神美好
的見證！

六年級同學勇敢地跟主持人
互動，分享對生命的看法。

戲劇嘉賓邀請同學暫時照顧着小
耶穌，讓同學更投入觀看演出。

「耶穌復活」了！全場學生
看見了都拍手歡呼。

  為讓同學實踐愛的分享，本校應邀參與了基督教聯合
醫院「聖誕節亮點」報佳音活動。中樂團、歌詠團及手鐘
隊在醫院的大堂上化身成聖誕天使，誠心送上悠揚悅耳的
音樂，使人來人往的醫院洋溢著聖誕氛圍，也為病者、醫
護人員和病者家屬送上祝福和鼓勵！
  中樂團以中國傳統樂器包括二胡、笛子、笙、柳琴、
琵琶、中阮、揚琴和敲擊樂器演奏了三首詩歌。小司儀以
甜美的聲線，述說着主耶穌降生的故事。手鐘隊和歌詠團
伴隨着聖誕節的喜訊，響起了清脆嘹亮的聖誕鐘聲和天使
般的歌聲。我們所有表演的歌曲都是耳熟能詳的聖誕歌，
大家聽得非常陶醉，更吸引了很多現場觀眾一起大合唱，
場面非常熱鬧呢！

聯合醫院聖誕亮點活動

歌詠團天籟之聲向病者報佳音。
手鐘隊奏出悠揚悅耳的聖誕
鐘聲為醫護人員打氣。

小司儀以甜美的聲線述說
着主耶穌降生的故事。

中樂團、歌詠團及手鐘隊更於聖誕節前在校門向各位家長報佳音，陳校長也一起參與。

大家都高舉「心心」，以感恩的心對各人表達愛。

中樂團以中國傳統樂器點亮聖誕節。

戲劇加入變魔術元素，
讓學生感受昔日

「五餅二魚」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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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崇拜於2019年12月19日舉行，當日由李耀強牧師主持崇拜儀式，在崇拜中燃
點燭光，各根蠟燭分別是：盼望之燭（紫色）、信心之燭（紫色）、喜樂之燭（粉紅
色）、平安之燭（紫色）和愛心之燭（白色），象徵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帶出基督已經
來臨這個訊息。崇拜儀式上，李牧師帶領師生禱告及講道，讓同學能以期待的心情，迎
接這位拯救世人的主。詩班帶領大家唱出多首頌讚詩歌，讓同學們能藉此更明白聖誕節
的意義是為了紀念耶穌。

李牧師主持崇拜儀式。

由學生代表燃點蠟燭。

聖誕崇拜及聖誕聯歡會

李牧師、陳校長與詩班的合照。陳校長、李牧師與學生代表。

  12月20日各班舉行聖誕聯歡會，當日先由宗教科老師及同學代表領唱詩歌，接着陳校長及各主任為全校同學舉行
「大抽獎」活動，感謝本校家長教師會贊助豐富的禮物，校長及副校長利用電子程式「幸運輪」抽出得獎的同學，現場
氣氛熱烈，同學的情緒十分高漲，希望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成為中獎的幸運兒，不少同學都滿
載而歸。之後，各同學與班主任分享美味的食物，一同玩集體遊戲，期間外籍老師Mr Harper的爸
爸由英國遠道而來，和家長義工代表扮演聖誕老人，與陳校長一同走訪各班分享喜悅，又跟各班
同學歡聚拍照，送上祝福。聖誕崇拜及聯歡會為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增添不少歡樂氣氛。

中獎同學從陳校長手中
得到精美的禮物。

陳校長、王副校長與一眾得獎同學合照。 同學準備了豐富的食物與大家分享。 陳校長走訪每個課室送上祝福。

宗教科老師及同學代表領唱詩歌。

Shall We Talk - English Chat Week
In  order  to prov ide our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English in a casual, fun 
and encouraging setting, an event called English 
Chat Week is organized this school year.

English Chat Week is a bi-monthly event. The 
first English Chat Week was held successfully in 
October. Before the event, 30 smart and helpful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P4 to P6 were trained 
to chat with students at all levels. They also 
helped and planned to promote the event lively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Besides, each student was distributed a well-
designed English Passport. Inside the Passport, 
there are questions about hobbies, friends and 
festivals which provide guidance and help for 
students to chat with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during the activities. 

During the English Chat Week, students were 
well motivated and encouraged to try their very 
best to collect stamps in their English Passports 
by giving their best efforts at different tasks, such 
as chatting with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poem 
sharing. They all gained enjoyment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tasks. Students were eager, 
enthusiastic and active to collect stamps since 
they could use the accumulation and redemption 
of stamps to join the complement and bonus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Wonderland’, l ike 
watching f ilms, playing bingo games or having 
cooking classes. 

Last English Chat Week was brought to a 
climax when students with the accumulated 
stamps enjoyed the bonus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Wonderland. They were invited to watch the 
interesting movie ‘Captain Underpants’ and enjoy 
the yummy popcorn as well. The English 
Wonderland buzzed with excitement 
and laughter. The English Chat Week 
accomplished and ended with happiness 
and fun.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our English teachers, 
English ambassadors,  par t icipating 
s t u d e n t s  a n d  p a r e n t s  u n d e r  t h e 
consultation and guidance 
of our school principal 
and two experienced and 
talented NETs to make the 
event a success and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all to join our joyous 
moments next time. See 
you!

陳校長帶領全校師生禱告。

English ambassadors 
promote the English 
Chat Week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P4 to P6 were 
trained to chat with students at all levels.

Students were well motivated 
and encouraged to try their very 
best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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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上學期進行了常識科戶外學習日，運用社區的資源，豐富及加強學生的學習經歷。

同學們認識美洲紅鸛的習性。 同學們專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認識不同的植物。 在教育及展覽中心內，同學們

透過互動遊戲認識動物生態。

二年級同學參與獅子會自然

教育中心的導賞活動。
同學們專注地聆聽導師講解海水
污染對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影響。

同學們知道膠袋對海洋生物的影響嗎？

由於人們過度捕獵，馬蹄蟹的

數目不斷下降，同學們正學習

可以怎樣保護它。

學習主題：公園裏的生物    參觀地點：香港動植物公園

學習目標：運用感覺器官認識公園裏各事物的特性。

學習主題：公園和動植物    參觀地點：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學習目標：認識更多動植物和培養愛護動植物的意識。

一至六年級常識戶外學習日

一年級

二年級

  除了致力優化教學、提升學習效能外，本校也積極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
經驗，以深化及延展課堂學習。本學年，我們籌備了兩個境外交流團——「同
根同心北京歷史文化之旅」及「新加坡環保科技考察團」，藉此令學生擴闊視
野、增廣見聞，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提升領導才能及合作精神。
  原定於2020年4月6至9日「同根同心北京歷史文化之旅」及5月6至9日
「新加坡環保科技考察團」的交流團因疫情嚴重而無奈取消，但於交流團
前期的籌備期間，亦見學生的熱烈反應與投入。學生認真對待交流團面試
及遴選，於面試當中展現了積極的態度和優異的語文能力，獲校長及眾多
老師欣賞。
  我們希望疫情能盡快過去，讓學生能在來年透過參加交流團和各地的
青少年接觸，實踐終身學習。

放眼世界

透過觀察動物標
本，增加同學們對
各種生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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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親手操作儀器，

進行不同的物理實驗。

同學共同完成迷宮遊戲，
認識到市場的設計特色。

資料中心內的互動遊戲十分有趣，

讓同學認識到基因改造食物是怎樣得來的！

老師的講解，讓同學認識正確儲存食物的方法。

在鄧氏宗祠裏，老師講解有關

昔日本地人的生活。 同學們認識早期客家人的農耕生活。 同學們可了解早期香港居民

在徙置區的居住環境。

同學們對香港早期的
舊式電話很感興趣。

同學們都留心聆聽導師講解化學實驗。

同學們難得可以近距離
觀察雀鳥。

我們來到溫室內的旱區，
看見很多仙人球呢！

在熱帶森林區內，同學們觀察
到樹木生長與環境的關係。

當同學看到有些雀鳥是吃

水果的，都感到有趣！

學習主題：物競天擇    參觀地點：香港公園溫室及觀鳥園

學習目標：認識及體驗植物的特徵與環境的關係，欣賞植物和鳥類適應環境的能力。

學習主題：昔日香港    參觀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學習目標：認識更多昔日香港的經濟活動和居民的生活情況。

學習主題：吃得健康    參觀地點：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學習目標：增進和鞏固有關食物和環境衞生的知識。

學習主題：光聲電    參觀地點：香港科學館

學習目標：認識「光學」、「聲學」和「電」的基本原理及其有趣的特質。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資料中心內的展品大多
可給同學們操作，從而認識

到禽流感和豬鏈球菌的
預防知識。

昔日士多裏，我們可以
買甚麼東西？

香港科學館內闡釋地震
的儀器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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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於2020年1月14日假九龍灣運動場
舉行，運動會由陳校長帶領我校的愛心家長義工隊及
六年級同學進行運動會開幕禮進場儀式。儀式簡單隆
重，而且別具意義，喻意六年級的同學在兆強經歷整
個小學生涯過程中，有校長、老師及家長陪伴成長，
彼此互勉互勵。
  比賽中各班健兒施展渾身解數，力爭勝利，比賽
過程精采刺激。看台上的啦啦隊也各出奇謀，努力為
運動員打氣吶喊，搖旗助威，聲勢十分浩大。我校特
有的「強人接力賽」，校監、校友、老師、同學在運
動場上的英姿，令運動會的氣氛推上最高峰。友校派
出實力非凡的接力隊參與友校接力賽，各校的運動員
表現十分卓越，讓我們從中能夠觀摩學習。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謝振強總幹事為
運動會頒獎禮主禮嘉賓，並為各同學訓勉及送上2020
新一年的祝福，令同學從中獲益不少。謝總幹事和
王麗芬校監更特意宣佈陳校長獲頒發香港教育行政學
會：卓越教育行政人員奬的消息，全校師生也為陳校
長感到驕傲。

陳校長帶領家長義工與六年級同學
進行起步禮。

愛心滿載的家長義工團隊。

陳校長與小女童軍於獎盃前合照。

謝總幹事和王校監向陳校長
頒發卓越教育行政人員獎。

王校監與陳校長一起為健兒頒獎。

一眾嘉賓合照。

謝總幹事、王校監、李牧師與陳校長
一起為同學頒發啦啦隊獎項。 謝總幹事為同學

送上新年祝福。

運動員努力為所屬班別
爭取團體分數！

田徑隊成員表現突出！

謝總幹事生動有趣地向
一眾同學訓勉。

得獎學生剪影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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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樂繽紛
  推動STEM數理科技教育目的為裝備學生以應對社會和世界各地的轉變和挑戰，也切合世界發展的趨勢。今
年，本校增辦「STEM教育樂繽紛」體驗活動，為同學們安排了一系列結合STEM教育元素的學習活動，讓同學體會
STEM教育的樂趣。同學於小息參加STEM教育工作坊，進行不同的探究，透過「動手做」的過程，展現創意潛能。
  學校邀請「STEM專車」到校為一年級同學介紹STEM的學具，同學們接觸到不同的編程機械人，令他們大開眼
界。他們嘗試用指令控制機械人行走，表現十分興奮。二年級同學在STEM工作坊中學習紙蜻蜓的科學原理，並親自
製作紙蜻蜓，嘗試如何令紙蜻蜓慢慢旋轉下垂，同學更甚具創意，提出了很多令紙蜻蜓慢慢旋轉下垂的方法呢！
  五年級同學則進行mBot編程活動，操控mBot車行指定路線，比比看誰最快完成任務，過程十分刺激。

大家齊來展示自己製作的紙蜻蜓！

同學主動提出問題，讚！ 同學認真學習製作紙蜻蜓的方法。 同學初次操作機械人，
十分興奮！

一年級同學接觸不同種類的
機械人，真是大開眼界！

陳校長也和我們一起到
「STEM專車」。

我們成功了，我們
最快完成任務！ 我們可以到「STEM專車」學習。

一年級主題學習及綜合活動日
  配合本校今年的學習主題——「發揮性格強項，踏上正向人生路；展現創
意潛能，成就STEM兆強人」，一年級同學進行以「身體小主人」為主題的學習
雙週。各科學習內容圍繞着「身體小主人」主題，如於音樂課堂學習如何運用
自己的身體進行律動、在數學課堂量度、視藝課製作的八色風鈴、常識科進行
科學探究等，各科內容環環相扣，同學更懂得運用自己的感官探索知識，並學
會如何保護自己的感覺器官，做一個自信的孩子。
  同學完成統整學習後，在綜合活動日運用所學知識進行一連串
分組活動，如拼寫各感覺器官的英文名稱、運用各感覺器官為
歌曲配上動作等展示所學，同學都積極參與活動，寓活動於學
習，享受學習的樂趣。
  本年度更有效地把主題學習與STEM教育配合，學生綜合常
識科、音樂科及視藝科的知識自製樂器，學習物體振動會產生
聲音的原理，發揮探究的精神，透過不斷測試及改良STEM模型，
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手搖敲撃樂器。完成模型製作後，同學更會利用
自創樂器來演奏音樂科所學的One Little Finger歌曲，充分體現了
他們綜合、應用及創意的能力。

同學根據老師指示，貼上合適答案。

同學留心聆聽老師的描述，
砌出可愛的面貌。

同學們在音樂課善用自己
的身體進行律動！

快來看看我製作的
STEM模型！

在數學課量度自己
製造的風鈴的大小，
同學特別興奮。

製作STEM模型前，
大家一齊學習利用應
用程式量度音量。

齊來認識五官的功用。

同學真聰明！能夠選擇
合適的量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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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專題研習家長工作坊

  專題研習是課程發展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也是本校的重點發展項
目。通過專題研習，可以發揮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培養他們的共通能
力，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 
  上學期舉行了「專題研習家長工作坊」，希望藉此加強家長對專題研
習的認識，並明白如何協助子女進行研習。讓家長都透過實踐及示例，初
步掌握專題研習的基本技巧及策略，當天出席的家長都很投入活動。本年
度更嘗試以平板電腦配備電子筆，利用教學軟件，與家長分享如何進行資
料搜集及篇章分析，讓家長體驗電子學習的方便。未能出席工作坊的家
長，也可透過學校eClass平台欣賞過去幾年學生的佳作，作為指導子女進
行專題研習的參考。

  觀塘瑪利諾書院特意為六年級的同學們舉辦了一場緊張刺激的班際問答比賽。
是次比賽全以英語進行，增強同學說英語的自信心。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同學們運
用良好的英語基礎，展示實力。各班勢均力敵，余健華校長更親自蒞臨本校，為同
學們打氣之外，更與陳校長彼此交流。

工作坊時，主持老師與家長彼此的互動。

學習使用平板電腦，
體驗電子學習的樂趣。

在交流的過程中，各家長都非常投入。

家長們開始進入電子學習歷程，大家手拿著
觸控筆發表自己的意見，進行交流。

余健華校長親臨本校，
陳校長頒發紀念狀以表謝意。

中學的學長們主持緊張刺激的
班際問答比賽。

比賽全以英語進行，六年級同學們
都表現得信心十足。 各班勢均力敵，過程十分緊張。

余校長頒發獎項予勝出隊伍，
同學們表現興奮。 比賽促進兩校彼此間的溝通及交流。

家長們互相討論和合作，
促進彼此交流。

觀塘瑪利諾書院 EMI & STEM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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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學生生活分享

  在停課期間，學生利用網上平台互相分享生活點滴，同時互相支持；老師亦以打氣短片的形式
持續向學生發放關愛訊息及停課期間生活作息的提示，讓師生間增添不同形式及渠道的互動。年紀
小小的一年級學生，也能做到「停課不停學」，同學們能經常留意校網發佈的消息和防疫資訊，參
與不同的活動，強健身心。

1B 蘇嘉浩 

    停課這段期間，我和姊姊設計了

一個作息時間表，有中英數常各科的

安排，每天我們都會根據這個時間表

來完成任務。休息時我們會看圖書、

做手工、下跳棋和看卡通。最近我也

學會了摺被摺衫等家務。希望疫情快

點過去，我們可以盡快回學校學習。

2C 霍溢希、4D 霍逸朗家長分享

    家長跟孩子一起設計了時間表，

早上一起做靜觀練習後吃早餐，然後

按時溫習和閱讀，當然不忘遊戲和玩

耍。他們愛聆聽詩歌和繪畫。這樣定

時的作息分配，孩子更主動學習。

3C 周敬揚 

    停課期間我們應該少出門，勤洗

手，記得每天按照作息時間表來進行

學習，運動和娛樂。也要注意飲食習

慣，多喝溫水，保持充足的睡眠。 

最後，我們同心祈禱，願主賜我們平

安，早日重返校園。

4C 鄒式賢

    在停課期間，我幫忙媽媽摺衣

服，有時，我和哥哥輪流摺全家的衣

服。但是，我最深刻的事是拼砌椅

子，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拼砌椅子。

5E 陳梓軒

    近來的疫情打亂了大家上課的

日子，但我們要「停課不停學」，

在家中繼續學習。我分享一下我的學

習方法吧！每天早上，我都會讀中、

英、常課文各兩次，及做一些數學課

本練習。當然，我在家中也會叫媽媽

幫我默書。還有，我有時會幫媽媽做

家務，例如：洗碗、抹桌子、掃地等

呢! 最後，希望大家齊心抗疫，早日

復課。

6E 鄭璟謙 

    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我們

需要停課，除了在家中實踐「停課不

停學」外，我們還可以到郊外脫下口

罩，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這個週末，

我們一家到新界郊區遊玩，強身健

體。上星期六，我們到了農夫周伯位

於錦田的農田，初嘗當農夫的滋味！

在嘗試拔蘿蔔和收割生菜後，我們明

白了農夫的辛勞，明白不應該浪費食

物。昨天，我們到南生圍觀鳥，看見

很多濕地動物，例如招潮蟹和很多鳥

類。通過這次觀鳥活動，我們更了解

到濕地的生態。

一起看看同學的生活分享吧！ 13



李柔靜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柔靜老師，主要任教中文和音

樂科，很高興今年能加入聖公會李兆強小學這個

大家庭。還記得九月的時候，我是懷着緊張的心

情來到這個新環境，但看着同學們一張張陽光般

燦爛的笑臉，我的心裏就變得甜絲絲的，亦讓我

有信心能更快適應新的工作和挑戰。

    開學至今，已經感受到兆強學生們對學習的熱誠，很高興能

看到他們每天臉上都是充滿歡愉的笑容，積極投入學習。期望同學

能時常抱有求知的心，盡展潛能，享受學習的樂趣。聽着學生們的

歌聲、讀書聲和歡笑聲，成為了我在兆強每天上課的原動力。

       同事們的友善關懷、家長的積極配合、學生的活潑可愛，令

我很快便融入了這個大家庭。往後的日子，我希望能繼續培養同

學們的學習興趣，並與大家一起愉快地相處和成長。

黃虹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虹老師，很高興能在本

年度加入兆強大家庭，這實屬是可貴的緣

份。我很高興能擔任三年級的班主任，

認識可愛活潑的大家，陪伴你們一起成

長。在本年度，我主要任教三、五年級的

中文及三至五年級的普通話，並負責帶領幼

童軍及現代舞等課外活動。同學們如在小息遇見我，

歡迎大家主動積極地與我分享在校園學習生活的點滴

或生活趣事，我很期待認識每一位可愛的你們。

    兆強的同學們給我的印象是非常乖巧、聰敏、守

規，而在相處的過程中，我更在你們的身上發掘了更

多驚喜之處。記得有一次，在早上的班主任課時，同

學們看到我的腳受傷了，就在當天的午飯時間，我竟

然收到一張滿載着祝福與慰問的心意卡，原來是同學

們自發在小息時為我製作的，想要給予我關心。當我

細看心意卡上每位同學寫給我的一字一句時，不禁驚

嘆原來兆強的學生是如此可親可愛，懂得關愛體恤他

人！黃老師期待兆強的學生不僅能勤學用功，更能在

基督的愛裏有所成長，活出基督的樣式，把愛播送到

校園與社區的每一個角落。希望在將來的日子，我能

與大家一起經歷更多的校園趣事，共同創造更多美好

的回憶！

馬廷瑤老師
    大家好，我是馬廷瑤老師。本年度我擔任4A班的

班主任，同時教授該班的數學、電腦及公民教育

課；除此之外，也是2A班的數學科及視覺藝術科老

師；1D班、3E和5C的視覺藝術科老師；以及3B班

的電腦科老師。

    我其中一個興趣是潛水，雖然不能時常到外地

潛水，但潛水期間看到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就像早已

刻在腦袋裏。當我每天都面對不同的困難時，我都會閉上眼，回

憶起使用調節器呼吸時的呼吸聲、海龜在我身邊游過，眼前充滿

不同魚類的寧靜世界，讓我找回心靈上的平靜，再勇於面對挑

戰。

    生活中的學習和玩樂，如同身體的雙手。較有力的右手可能

是學習，而左手就是玩樂，同學們要取得平衡，兩者都要互相配

合，才能扛起重物。

高文慧老師
    大家好，我是4E班的班主任高文

慧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兆強大家庭！

本年度我主要任教英文科和公民教育

科，也負責英詩集誦的訓練事宜。我熱

愛教學，平日積極投入工作，為課堂做好

準備。在餘暇時，我喜歡聽音樂、彈鋼琴和看電影。

我也喜歡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享受挑戰新事物的過

程，同時自我增值，終身學習。 

    這個學年與以往有別，因為我的工作環境轉變

了，要重新了解學校的運作、認識每位學生，一開

始難免有點擔心。幸好同學們都很認真學習、熱心助

人，每當我有疑問時，他們立刻變成了「小老師」細

心解答我的提問，令我很快便適應兆強的生活。這令

我領會到，我喜歡陪伴學生成長、見證他們的進步，

同時學生都陪伴著老師，大家一同快樂成長，一起迎

接每天的挑戰，享受美好的校園生活。

陳惠晶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惠晶老師，很感恩來到聖

公會李兆強小學這個充滿關愛的大家庭，亦十

分榮幸能夠陪伴你們這群活潑熱情、勇於求進

的學生一起成長。今個學年，我任教三、四年

級英文及視藝。

    小時候，我已經十分喜歡英文，喜歡看英文書、卡通及電

影。透過它們，我認識香港以外的世界，甚至學習待人處事的

道理。學習英文不僅是學習語言，也是認識不同國家文化及歷

史的寶貴機會。每逢長假期，我喜歡到不同國家遊歷，曾前往

英國、法國及澳洲等國家，特別愛逛博物館的我，也趁機在旅

途上探索歷史遺跡呢！

    光陰似箭，不經不覺在李兆強小學已一個學年了。我真的

非常感謝校長的鼓勵及各位老師的關顧。學生的純真笑容及親

切關心，也令我感到無比溫暖。同學們，希望有機會跟大家認

識更多！

兆強新力軍

林道軍主任及黃凱琳老師
新婚之喜

兆強喜訊

黃虹老師新婚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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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校外賽得獎名單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朗誦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1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男子組 五年級 
普通話獨誦 亞軍 5E陳梓軒

男子組 一年級 
英文獨誦 亞軍 1E朱文境

女子組 二年級 
英文獨誦 季軍 2C江紫晴

女子組 三年級 
英文獨誦 亞軍 3D何芷恩

男子組 四年級 
英文獨誦 亞軍 4D許志彬

女子組 四年級 
普通話獨誦 季軍 4D郭穎曈

女子組 四年級 
普通話獨誦 亞軍 4D王蕙蕎

男子組 五年級 
普通話獨誦 冠軍 5D姚卓帆

女子組 六年級
宗教獨誦 季軍 6E陳穎悠

視藝

聖公會聖道堂 聖公會聖道堂銀禧紀念
親子填色設計比賽

小學組 冠軍 1E林悕妍
小學組 亞軍 2C江紫晴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網絡攻擊花樣多
保護數據靠你我」

海報設計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小學組 亞軍

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Step by Step貼紙計設比賽 小學組 亞軍 5A丘寶琳
佛教黃鳳翎中學 細味人生–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冠軍 6E 郭妍希

觀塘區
防火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
「任何仁」填色比賽

初小組冠軍 2C江紫晴
初小組亞軍 3A甄泳楷
高小組冠軍 5A丘寶琳
高小組亞軍 4E蘇芍瀠

體育

聖公會基樂小學 友校接力賽 亞軍 5A謝伊嵐 5D敖庭甄
6A梁梓軒 6B梁樂賢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友校接力賽 男子組冠軍 6A梁梓軒 6B梁樂賢
6D連朗狄 6D譚俊杰

將軍澳香島中學 友校接力賽
男子組 季軍 6A梁梓軒 6B梁樂賢

6D連朗狄 6D譚俊杰

女子組 亞軍 5A謝伊嵐 5C洪莉霖
5D敖庭甄 5E張頌恩

康文署 油尖旺區
田徑分齡賽

女子F組
接力 季軍

3A陳暄汝 3B郭藹明
3C馮子蕎 3E吳詠蕎

男子E組
接力 亞軍

6A梁梓軒 6B梁樂賢
6D連朗狄 6D譚俊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60米 亞軍 3B郭藹明
女子丙組 100米 季軍 3A陳暄汝

女子丙組 接力 季軍 3A陳暄汝 3B郭藹明
3C馮子蕎 4B蘇澤雅

女子乙組 100米 冠軍 5C洪莉霖

女子乙組 接力 季軍 5B盧樂遙 5C洪莉霖
5D敖庭甄 5E張頌恩

女子甲組 400米 亞軍 6C鄭思言
男子乙組 200米 季軍 5D陳梓樂
男子甲組 200米 季軍 6B梁樂賢
男子甲組 400米 亞軍 6D連朗狄
男子甲組 跳遠 冠軍 6A梁梓軒

男子甲組 接力 季軍 6A梁梓軒 6B梁樂賢
6D連朗狄 6D譚俊杰

女子丙組 團體成績 季軍
女子乙組 團體成績 季軍
男子甲組 團體成績 季軍

中國香港
跳繩總會

第十屆亞洲
跳繩錦標賽

男子10歲組
30秒二重跳亞軍
30秒單車步殿軍

5C黃瑞鋒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9-10歲男子組
個人總成績 季軍 5C黃瑞鋒

第十屆亞洲
跳繩錦標賽

男子10歲組
30秒二重跳亞軍
30秒單車步殿軍

5C黃瑞鋒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9-10歲男子組
個人總成績 季軍 5C黃瑞鋒

田徑隊上下一心，為校爭光。

6C鄭思言勇奪九東
田徑比賽400米亞軍。

女子丙組田徑小將表現出色。

男子甲組田徑四虎將。

恭賀6A梁梓軒同學連續
三年九龍東區田徑比賽：

跳遠冠軍(三連霸)。

6D連朗狄勇奪九東
田徑比賽400米亞軍。

截至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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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得獎者

體育

傲天游泳會 傲天小飛魚
游泳比賽

女子2011年
25米自由泳亞軍
25米蛙泳亞軍

3C馮琬婷

女子2008年
25米蛙泳冠軍
50米蛙泳亞軍

6E馮琬淇

女子2008年
1. 50米自由泳冠軍
2. 50米蛙泳冠軍

6E何鍶彤

女子2012年
25米蛙泳亞軍
25米自由泳季軍

2B何思穎

男子 2011年
50米自由泳冠軍
50米背泳冠軍

3E曾博識

女子 2008年
50米背泳冠軍
50米自由泳季軍

6A曾巧潼

康文署 觀塘區分齡
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J組
100米胸泳亞軍
50米胸泳季軍

3C馮琬婷

女子青少年I組
100米自由泳季軍 4D林澤薇

女子青少年H組
50米胸泳季軍 6E何鍶彤

女子青少年H及I組
200米自由泳季軍 6E鄭慧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冠軍
50米自由泳亞軍

6E鄭慧珊

女子甲組
100米 自由泳 季軍 6E薛韻悠

女子甲組
50米 蛙泳 殿軍 6E何鍶彤

男子乙組
50米 蛙泳 亞軍 5B譚雋彥

女子甲組
自由泳接力 冠軍

6A曾巧潼 6E鄭慧珊
6E薛韻悠 6E何鍶彤

女子甲組
團體成績 冠軍

觀塘區
學校聯會

第一屆觀塘小學
游泳錦標賽

女子甲組
50米背泳冠軍
100米自由泳冠軍
全場總冠軍

6E鄭慧珊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季軍
100米自由泳季軍

6E薛韻悠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 季軍 6E何鍶彤

女子丙組
50米蛙泳 季軍 3C馮琬婷

女子甲組
自由泳接力 冠軍

6A曾巧潼 6E鄭慧珊
6E何鍶彤 6E馮琬淇

香港
定向總會

九龍分區公園
定向錦標賽

WD組冠軍 6E何鍶彤
WD組亞軍 6B任楚喬
WD組季軍 6E馮琬淇
MF組冠軍 1E蔡嘉樂

新界分區公園
定向錦標賽

WD組冠軍 5D陳蕊喬
WE組亞軍 4B陳芮珈
WF組冠軍 2D黃子恩

康文署 中銀香港
全港羽毛球分齡賽

女子2009年組
亞軍 5D朱穎姿

香港
跆拳道協會

香港小學
跆拳道隊際賽2019

男子輕量級
冠軍 5A陳啟發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
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男子初級組
擲接豆袋 冠軍

2B蕭豐謹 2B羅澔一
2C李純恩 2C馬景桓

女子初級組
擲接豆袋 季軍

2B何思穎 2B呂咏霖
2C黃凱瞳 2D江泳彤

女子初級組
跳前繩 殿軍 2E范芯堯 2E蔡詠雅

女子高級組
持棒穿圈 殿軍

4D雷梓怡 4D張凱晴
4E馮心蕎

男子高級組
雙人跳前繩 殿軍 4B鍾汶羲 4E徐俊煒

女子甲組游泳接力代表。

2B 何思穎是
我校的「小飛魚」。

兆強小飛魚加上強大
的家長後盾支持。

女子甲組游泳健兒勇奪團體冠軍。

野外定向隊人材濟濟。

「小飛魚」鄭慧珊。

遊戲比賽女子組代表 。

遊戲比賽男子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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