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 College Old B。戶，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 2
2017/2018 “Cherish Water Campus"
Li st 01 Awards
Overall Champion
Gold Award - Central & Westem District
Outs旭nding Leadership Aw叫Principal Ms. LamShuk Fong
。叫standing Planning T，目cherAw，叫- Ms. Li Mei Kuen
Water Conservation Star Awar甘- Wong Lok Tung
ChowHeiChi 呵， LauSui Chong

“

H叫 10， welcome to Cherish Water Campus"
News， l ' m 陀 porter Water Save Dave.

Are you curious why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No. 2 is distinct
Irom others in the Programme? Come 圳的 me
and check this out!
It is noted that the school had launched over 20
activities related to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school year 2017/2018. Ms. Li Mei Kuen, the
planning teacher, pointed out teachers'
collaboration was the key lactor 01 implementing the
programme successlully.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water saving concepts into school curriculum and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via ex perienαng water use.
Fu前 hermore，

the school is installing Ilow controllers
provided by Water Supplies Depa性 ment in stages.

W之書記…

Under Ms. Li 's guidance, students lorm a
school water audit team to monitor school
water consumption. 1 also lind an
economical-Iriendly hydroponics system
operated by circulated water. The “larmers"
(environmental ambassadors) expressed that the
veggies are cultivated w itho叫 pesticide ， which is
good lor health. In addition, being a “larmer" can
help them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01 water
usage and understand the impo性ance 01 water.
Principal Ms. Lam Shuk Fong ciaimed tha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he hot topic nowadays
She hoped that students can treat water saving as
part 01 their daily lives through various practices and
set a role model 01 citizen.
Let's cherish wat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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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 Tsz Hei 6E (Graduate 2017/18)
HKBU Affiliated School Wong Kam Fai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Law Wing Kiu 2A
Yaumat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My dear friends , let's
learn how to save
water and
become
Water-Conservation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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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cellent School Sponsoring Body Award

會

.英皇自醫院同學會學校有眼公司

會

Outstanding Planning Teacher Award

﹒香港潮商學校

﹒香港潮商學校

彭淑婷老師

隙麗潔老師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會 Winning School Sponsoring Body

Awa叫

﹒保良局
﹒天主教香港教區
﹒耶穌賣血女修會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仁濟醫院董事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香道路德會

﹒無站聖母獻主會

.;I光望

﹒東亞教育促進會

﹒東華三院
﹒教育局

﹒聖瑪加利教育機構(非牟利慈善團體)﹒

3藍灣公立學校

﹒北角區街坊福利事哥哥促進會

﹒香港濁州商會

﹒大埔浸信會

﹒香海正覺護社

﹒方樹福當基金

﹒九龍婦女福利會

﹒智立教育基金有眼公司

﹒錯僑教育機備有限公司

﹒香湛閩僑會館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

﹒救世軍

﹒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

•

~聖江大學香港同學會有眼公司

﹒香道青少年德育勵進會有限公司

﹒ 滄江小學

11 敏榮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童醫會

﹒華富部實血小學

﹒九龍靈光小學 劉家墓老師

﹒華德學校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周鳳珠老師

District

GoldAwar甘 cum

J:il: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一校

同學

葉芷希同學、李俊傑同學、蕭卓希同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洪文朗同學、彭陸結同學、蕭阮心同學
姚 lii俠同學、黃朗珈同學、莫子1ì同學
譚詩瑜同學

﹒大坑東宣道小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歸青蘭老師

梁樂然同學、梁樂芝同學、李果頤同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黃碧琳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眼公司梁省德學校- 隙帽賈老師

﹒大坑東宣道小學

﹒保良局朱正實小學 許彥老師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眼公司梁省德學校

﹒路德會梁鉅繆小學 王實兒老師
﹒香海正覺建社佛教正覺護社學校- 譚育霞老師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保良局朱正實小學- 關愛琳同學、鐘敢然同學、潘潔儀同學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路德會梁鉅繆小學

鄭諒湘老師

黃嘉樂老師

陳彥達同學、唐凱鈴同學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洪亮同學、陳文軒同學、寧子穎同學
黃煥細同學

廖熙同學、高如琪同學、劉健瑩同學

王鞏茹同學、譚仰容同學、黃智樂同學

﹒香海正覺皇室社佛教正覺皇室社學校

陳嘉桐同學、朱象棋同學、何花同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盧佩 F古老師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劉家瑜同學、沈涵笑同學、溫智雄同學

﹒蓋灣失主教小學

﹒宣道會黨組種紀念小學

曾佩瑩老師

郭穎欣老師

﹒蓋灣夫主教小學

黎依臻同學、夏仲良同學、陳智仁同學

丘欣巧同學

﹒基督教香湛信義會葵盛信養學校- 馮嘉煒老師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李梓軒同學、譚卓彤同學、李芷怡同學

.0濟醫院羅隙楚恩小學 梁海健老師

﹒基督教香湛信童醫會葵盛信養學校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恩小學

王詩雅老師

程映儀同學、黃綺珊同學、蕭~藍同學

蹋子曜同學、李一帆同學、徐鑒博同學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鄭紫晴同學、司徒翊霆同學、梁柏翹同學
﹒台山商會學校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ward

Nandini

﹒九龍靈光小學- 李相員同學、葉浩然同學、蛋芷瞬同學

Gold ， Silver & Bronze Award in different districts

Cenlral & Weslern Dislricl
Easlern Dislricl
Soulhern Dislricl
Wan Chai [> slricl
Yau Tsim Mong Dislricl
Won日 Tai Sin Dislricl
Kwun Ton日 Dislricl
Ko叫 oon City Dislncl
Sham Shui PO Dislricl
Sai Kung Dislncl
Tai PO Dislncl
Sha Tin Dislricl
No 仕 h Dislricl
Yuen Long Dislncl
Tsuen Wan Dislricl
Kwai Tsing Dislricl
Tuen Mun Dislricl

同學、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隙穎晴老師

﹒台山商會學校- 梁麗爛老師
會

Taliana

吳迦翹同學、黃銘軒同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台山商會教育機備有股公司

同學、

﹒賣血小學 陳志輝老師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戌抨). 續少媚老師

﹒重道會葉紹種紀念小學

﹒ 鳳溪公立學校

Cnsha

黃綽責同學、黃f&堯同學

.f&基學校(港島). 盧 lîJ申同學、窩棚傳同學

﹒ 湛江小學- 林淑操老師

﹒英皇自醫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Water Conservation Star Award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黃，g童同學、周希澄同學、劉萃莊同學

﹒華宮那賣血小學

Overall Champion

會

.J:il: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李美娟老師

李俊銘同學、梁曉樺同學

會

Outstanding Guiding Teacher Award

Silver Award

Bronze Award

香湛潮商學校

李陸小學

﹒天主教領島學校

湛江小學 鍾援文校長

f&墓學校(港島)

第僑小學

﹒陳瑞祺(喇沙)小學

華富租費血小學

弘立自醫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天水團會立小學 -張軒老師

11 桂芳校長

聖泊保公蘇良局會地聖失陳雅主南各教昌小小夫學學

人

-張勇邦校長

塘尾道會立小學

保良局錦裹小學

囑佩玲校長

陸志昌校長

聖夫新界主瑪加教婦利聖孺男安福女德利英會肋有文小學中恨

小學 -譚?&潔凝校長
梁綺娟校長

重道會葉紹薩紀念小學

蓋灣夫主教小學

韋伊凌校長

高凱聯校長

香海正覺建社佛教正覺蓮社學校

I| 獻大閩僑坑主小會東學聖宣道馬善小樂學小學

劉克薇校長

徐式怡校長

陳嘉碧校長

Waler Supplies Depa 吋 menl (Waler Conservalion Seclion)

46/F Immigralion Tower, 7 Gloucesler Road , Wanchai , Hong Kong
Cuslomer Enquiry Holline: 2824 5000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踹小學

馬南老師
隙淑美老師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林慧員老師
世..

Water Conservation Pioneer Award

仁濟醫院陳躍星小學

﹒陳瑞祺(喇沙)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2.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台山商會學校

Websile: www.wsd.gov.hkliep
Email: walerconservalion@wsd.gov.hk
Fax: 2802 2579

張天韋同學、陳總澄同學
鄭曉桐同學、

李文睿同學、林孝逸同學

保良局田家炳小學

1.

羅燕珊老師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天主教領島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羲會葵盛信養學校

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羅港蓮老師

聖公會基愛小學

小學(元朗) 聖公會靈愛小學
蓋灣公立伺傳耀紀念小學

馬諒兒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恩小學

屋里圍道會立小學

體呻

馬國良校長

東華一院周演森小學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東華一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公司梁省德學校
保良局朱正買小學

I| 保華1.良德九局學龍校金婦銀女業福貿利易會場李蛋闖凝紀文念學學校校 2. 德信學校

賣血小學

余佩琴校長
小學 黃志揖校長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抨)

九龍靈光小學

林淑芳校長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踹小學

黃聖欣同學、

廖希樂同學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杜豈是責同學、
黃梓皓同學、吳力弦同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余舒婉同學、陸雅淳同學、

w 恩瞳同學

Published by Waler Supplies Departme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