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成就

學生園地
BMK CAFÉ 學員的拉花咖啡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
機器人大賽 2018」

得獎學生

殘疾人士硬地滾球錦標賽

得獎學生

BC1 學校初級組冠軍

歐珮怡

初賽第一名

BC1 學校高級組第 4 名

謝賀棋

最佳團隊合作獎

BC2 學校高級組第 4 名

莫文迪

最佳工程設計獎
金章獎

第三
十九
期

楊智翔、林凱喬、俞成浩、
葉浩龍、黃梓濠

決賽 - 季軍
聯校最佳共融獎
最溫暖的心意。

用心的刻畫，成就

香港殘疾人士乒乓球公開錦標賽 2018

得獎學生

混合初級組 TT6-10 級團體賽（企立）冠軍

簡簡單單的笑容，表達出學員的喜悅。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李子怡

混合初級組 TT6-10 級單打賽（企立）亞軍
混合學生組 TT1- 5 級單打賽（輪椅）季軍

MOHAMMAD SAHAD

第四十二屆香港特殊奧運會乒乓球比賽

得獎學生

16-21 歲 ( 級別：輕 ) 男子單打組冠軍

李永光

香港新界葵涌葵合街 22 號
22 KWAI HOP STREET, KWAI CHUNG,N.T.HONG KONG
TEL: 24247766 FAX: 24228230
WEBSITE: http://www.bmkms.edu.hk

校園 放大 鏡
我們的夢裏有閃亮的星星，有可愛的小熊，還有神秘的 pokemon 球……

聯校遊戲日

猜一猜：這是一朵花還是一個萬花筒？

手工藝 學會會員的作品

項目

學生名單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馮仲榮

第三十七屆蜆殼 /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 多元展能計劃
「玉清慈善基金」荃葵青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陳德強紀念基金獎學金

馮仲榮、任國芬、MOHAMMAD SAHAD
陳俊錡、劉梓雄、楊嘉瑩、黎梓瑩、俞成浩、吳俊林、
巫建林、金鎔潘、李子怡、李冠融、陳思思、吳嘉瑩
黃梓濠、楊智翔、任國芬

超敏活力少年獎學金 2018

陸證恩、謝賀棋、李子怡

佛教真言宗光明王寺獎學金

李子怡、黃焯羨、王穎晞、吳柏霖

荃灣鄉事委員會獎學金

金鎔潘、張浩然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嘉許狀

張浩然

紙糊熊貓工作坊

遊戲刺激又好玩，獎品豐富樂滿 fun ！

看看我們一起完成的紙熊貓作品，
真是維妙維肖呢！

熱烈恭賀任國芬同學於 2018 年印尼亞殘運會
T36 級 200 米取得銅牌
( 相片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提供 )

親自製作的筆筒，
令人愛不釋手。

社區結伴行

地址

室內划艇
新加坡「踏單車體驗」
共融活動

比賽即將開始，先來個勝利的手勢

同學一起製作精美的相框，
留下美好的時刻。

感謝大哥哥大姐姐帶我們漫遊社區，從不同角度認識社區。

編輯：孫青青老師

陳文陸老師

曾紫恬老師

陳麗如老師

余瑪琍姑娘

顧問：劉嘉敏主任

同學們一邊享受踏單車的樂趣，一邊參觀
新加坡的名勝景點。

為自己打打氣。

校園 放大 鏡

家

長 專 頁

教職員 園地

親子宿營繽紛樂

天花吊機系統和 BMK CAFÉ 開幕禮

朱鳳儀女士（林凱喬家長）

我們態度親切誠懇，一定能讓顧客
賓至如歸。
環迴天花吊機能夠訓練同學的平衡力

籌備多時的 BMK Café 終於開幕了，約百名

的嘉賓、校董及師生一起見證
這個重要時刻！

釣魚樂

非華語學生活動

來 看 看 我 做 的 手 工。
怎麼樣，不錯吧？

小小世界盃

同學們全神貫注地等待，不知道魚蝦
甚麼時候才會上鉤呢？

看我的黃金右腳！
等等，這個球是我的，

今天，天朗氣清，學校舉辦了「親子宿營」，目的地為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中心座落
於環境優美的西貢及馬鞍山區，景緻怡人。
各班同學和家長懷著歡欣喜悅心情乘車出發，到達營地後，包羅萬有的活動已準備就緒，
康樂用品有：卡拉 OK、桌球、乒乓球、柔力球、射箭……還有最令家長和孩子同心合力的工
作坊：繩結、特色馬賽克、珠飾、絲帶飾物、紥染、紙花，各式各樣不同類
型創意的手工藝。
晚上還舉辦燒烤，為一眾習慣城市生活的人帶來新鮮刺激的感覺，家長
們可藉此加深認識，而同學亦
可藉此增進情誼，大家得以盡
興，實在多謝學校和家職會盡
心盡力的籌辦。

活動時間

來到這天，我們可以展示苦練了

很久的控球

技巧了！

黃昏燒烤，色香味美

車路士足球學校 ( 香港 ) 訪校

沙灘親子激玩浪紛 FUN

釣魚樂
袁卓榮先生（袁朗家長）
進了！這簡
導與鼓
有了教練的指
夠把球
能
勵，我一定
門
射入龍 ！

清涼的海水輕輕拍打在我們身上，真的
很舒服呢！
浪。

踏上衝浪板，同學們都已準備好去乘風破

直就是今
天的最佳射
球！

聯校畢業禮

境外遊
畢業生代表在舞台上，回憶多年的求學生
涯，用燦爛的笑容表達對母校的謝意。

即將進入澳門科學館，

奇妙的科學世界正等待

作為一個全職父親，能有機會參加袁朗的學校活動，實在十分難得。
六月二日，我參加了由共濟會贊助的釣蝦和釣魚活動，朗當然是第一次
釣蝦和釣魚，但這也是我第一次釣蝦，想不到原來那麼容易！我年輕時很怕
參加釣魚活動，因為通常都是「食白果」，連「chok 墨魚」都可以食白果！
但今次不同，蝦和魚都很易上鉤，所以當日我和朗都很盡興，謝謝學校的安
排，令我們對釣魚的自信大增，還有那裏的廚師把蝦燒得很美味！
另一件很有趣的事，是我藉此機會認識到共濟會的義工。在小說中，共
兩父子又有收穫了
濟會是一個很神秘的
組織，所以我一直很想認識這個群體。
原來他們只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慈善組
織，和扶輪社一樣，只是再低調一點，
難得他們的義工都很友善和健談，也很
主動的照顧朗，我就難得可以休一休，
享受釣魚的樂趣。謝謝共濟會的義工們，
令我們兩父子可以滿足地玩了一整天！

New Net Teacher
Miss Ell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s Elle Wong and I’ m one of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at B M Kotewall Memorial School. I have been teaching at the school for
about a year now and am settling in well thanks to the friendly students, teach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staff. So far, I have really enjoyed meeting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s they have shown me how talented and unique they
are in their own individual way.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each and every
student more and helping them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more importantly, to
spark their love for the language.
Let me tell you a bit about myself, I was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England called
Darlington. I enjoy travelling t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xploring new cultures. For
example, U.S.A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Las Vegas) , Italy (Rome, Venice,
Florence) and Korea (Seoul, Incheon) . I would love to share my travel stories
with you.
Please come and say ‘ hi ’ if you see me around school!

我們去探索！
當音樂響起，同學們在

「雨中」載歌
載舞，歡樂無比。

黃敏娜主任

心繫羅怡基
黃敏娜主任
當最後一次以「黃敏娜主任」身份寫下這篇感言時，心中不禁泛起不捨之情。廿載的情誼，要一時放下，
談何容易。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精彩時刻，感恩過去有你們，很想藉此機會分享一點心底話。
致各位親愛的學生：
無論你是六歲，或是中六，在我心目中，你們都有無限可能。縱使生命充滿挑戰，也讓我們一起活得精
彩、活得漂亮。作為老師，除了傳授知識和技能，我一直希望透過身教培養你們積極和正面的價值觀，我深信
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真摯的待人態度，一切便無往而不利。在此，以曾送給1516年度恆班學生的一句話作為勉
勵：Keep doing what is right, your future will be bright!
致各位敬愛的家長：
人生最偉大原是愛，在你們身上正好活現這句話。我相信我們如何看孩子，孩子便會成為如何模樣的人。
孩子之間不需要比較，因為每一位孩子都有獨特過人之處。我們該做的，就是營造愛的環境讓孩子發掘自己的
潛能，並加以培育他們的能力，讓孩子活出自信的光彩。曾在Facebook看過以下分享，印象尤深，送給大家互
勉：每個孩子都是種子，只不過每個人的花期不同……我們要相信孩子，靜待花開。也許你的種子永遠不會開
花，因為它是棵參天大樹。
致各位摯愛的同事：
我就是這麼幸運，能在過去的日子與大家共事。在羅怡基我見證了太多好人美事，經過選擇和沉澱，讓我
成長和懂得如何處事待人，畢生受用。羅怡基是凝聚一班全心全意為學生 、 做事認真、合作無間和滿有愛的
團隊，我能成為其中一份子，實在引以為傲！衷心祝福大家身心靈壯健，繼續發光發熱，培育學生之餘，每位
同事都可在這片福地成長。羅怡基不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們成長的土壤，更是我們的家。互勉之：Bloom
where you are planted.
珍重。

出席的家長與義工們拍照留念
比較可愛呢？
較可愛，還是我們
你們看，是熊貓比

心繫羅怡基

願大家的生命就像鳳凰木一樣，燦爛無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