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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很榮幸的，在本年度開始，我成為了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一分子，讓我能夠在決心

「為天水圍區提供優質教育」的校董會領導下，帶領全體教職員老師，實踐「學生為本、全人發

展」的教育理念。

李兆基小學有一個有實力的團隊。校董會成員不少是長期關心教育發展的大學教授、資

深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等。規劃學校發展站得高、望得遠。老師大學畢業的佔總數的百分

九十三，碩士程度的佔百分之三十七，各科的骨幹老師都受過大學程度的本科培訓。這樣的學歷

水平比本港小學編制的要求高出近一倍。

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有個人的特質，而老師的責任正是以愛心、耐心和

追求卓越的精神，讓學生發展潛能。基於這種信念和承擔，老師除了教學和推行學校各項支援學

生的措施外，更會貼身跟進同學的學習；基於同樣的原因，老師經常交流教學心得，因應學生的

需要去設計更完善的課程設計，引入新的教學方法。

正是以上種種，加上學校優良的學習環境和訓育輔導工作，使我們過去幾年升中派位的成績不斷上升。最近一年，考獲第一組成

績的學生人數，超越平均水平五個百分點。

展望未來，我們會更細緻地組織各種課堂活動，讓同學建立更紮實的語文基礎；我們會進一步推動資優課程，發展同學的潛能；

我們會更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對抗逆境和抵抗不良風氣的能力；我們會更主動地與家長建立緊密的聯繫。

我們將會凝聚更大的力量，協助同學健康成長，讓同學取得驕人的成就。

葉殿恩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任教教育

文憑及教育碩士課程，主講生物科、通

識教育科、環境教育科以及科學科。葉

教授亦是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學校

管理委員會委員。

回顧九月伊始，學校的全體教職員工，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在

各自的崗位上默默耕耘。在此，衷心感謝學校大家庭裏每一位成員所

作的努力！每當看到同學們在展現純真笑靨的同時，不經意流露的進

步，那怕是那麼一小步，相信都足以印證各位的辛勤灌溉，是值得肯

定和充滿意義的。　

誠然，在追求知識的瀚海裏，光靠學校和老師的努力，是不夠的；同學亦需曉得，在追

求知識的過程中，不光是為了盡本份，完成任務，更應打從心裏去感受學習的樂趣，領略知識

的奧祕，以及細味追求知識的真義。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知識就是改變人命運的武

器……對勤於閱讀的同學來說，這個信息不獨是一種指引，同時也是一種鞭策。　

一直以來，作為天水圍社區的一分子，很多人都明白到，要教育好孩子，單憑校方殫精竭

慮和孩子自覺學習，顯然不足以達成目標。

基於以上這一認知，我們一直都不遺餘力地推動家校合作，除了舉辦各種形式的「親職教

育」活動，還充份體恤為人父母者忙於生計或種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難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

內，不斷調整、擴闊和強化學校的角色，務求為家庭支援不足的學子，從深度和廣度上，提供

更完善和更適切的服務。

鑑於拔尖和補底是很多學校的重點工作，我們在這方面同樣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諸如抽離式增益課程、推薦學生參與資優培

訓、合作學習、多元學習小組等一系列的措施。對於家境清貧者，我們不單協助其減免各種費用，還提供長假期功課輔導、課後學習

及支援計劃(區本)等服務。各項措施，讓孩子們在成長路上，真切體味春風伴我行的愜意。

綜合而言，在地球早已邁進廿一世紀的今天，本校昂然踏入創校十周年之際，學校緊貼時代脈搏，與時並進，為著孩子們的明

天，努力不懈。「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承諾在不久的將來，將為學生創設更多盡善盡美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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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英文科

低小英語讀寫結合課程

於上年度開始，學校低小英文科採用低小

英語讀寫結合課程	(PLP-R/W)	上課，至今發展

至二年級。此課程由教育局外籍教師組設計，

課程編排非常著重訓練學生的英語閱讀及寫作

能力。透過「說故事」(Story-tell ing)	啟發學生

閱讀英文的興趣，之後按「共享閱讀」(Shared-

reading)、「引導閱讀」(Guided-reading)	和最

後達致「獨立閱讀」(Independent-reading)	等

步驟，循序漸進幫助學生建立應有的閱讀能力

和建立詞彙；在寫作能力培訓方面，學生通過

「大班寫作」(Shared	Writing)的引導，之後進行

「個別寫作」(Individual	Writing)，掌握撰寫不同

文體的技巧。

種籽計劃 - 五年級英文科「閱讀工作坊」

為了提高及促進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及技巧，本校於本年度參加了由教

育局所舉辦的「種籽計劃」。此計劃的目的是透過有效的教學策略，強化在

英文科課程第二學習階段推行的「閱讀工作坊」。

本校今年選定了五年級參與「種籽計劃」。為配合計劃的推行，本校資

深英文科老師呂敏芝老師於本學年借調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語文教育組。工

作主要包括策劃五年級英語「閱讀工作坊」課程及發展有用的資源，並在學

與教的過程中採用有關策略。其次是協作研究影響學習及變革過程的因素，

搜集證據，為課程改善工作提供參考。透過「種籽」計劃，專家顧問與學校

緊密合作，老師就學生的實際需要，設計適合本校學生的閱讀課程，務求使

學生在英語閱讀能力及技巧上有所增長。

經過外籍老師Mrs	 Abbubuker的訓練後，同學可以充當小老師，帶領全班同學進行
「共享閱讀」(Shared-reading)。

Our	NET,	Mrs	Abbubuker	 trained	 students	 to	 be	model	 teacher	 so	 that	 they	 can	 lead	 the	
class	to	do	shared	reading.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 Writing 
Our school has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 Writing since 2008. This year, the PLP-R/W 
has extended to Primary 2.A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is programme were developed by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The programme 
focuses on develop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the area of reading,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are used such 
as story-telling, shared reading and guided reading. In the area 
of writing,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express their ideas from 
shared writing and gradually to individual writing.

Seed Project -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ading Workshop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 KS2
In 2009-20�0, our school has joined the Seed Project organized by the EDB to investigat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further 
develop pupils’ reading skills in KS2 through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ding Workshops. We have selected 
Primary 5 to join this proje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eed Project, one of our experienced teachers, Ms Candy Lui, is 
seconded to the EDB this year. She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the curriculum for the Reading Workshops in 
Primary 5 and developing necessary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us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Besides, she 
collects evidence on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and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e.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EDB to develop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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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

本校舉辦「一人一信」活動，目的在提供寫作機會，讓學生通過寫

信給對象人物，提升寫作能力。我們創設的寫作對象，包括政要人員、

奧運會國家隊成員和學校的每一位成員。與此同時，5D黃鍶慧同學參加

了由晉峰青年商會舉辦的第五屆中華兒女之《給國家主席的信》，獲得

優異獎。

「一人一信」書信計劃

我認為校園的顏色是七彩顏色，因為

彩虹就是七彩顏色的，他們每天上學看見

彩虹就會笑起來，讓他們忘記地震所帶來

的痛苦。

黃鍶慧的文章(節錄)

朗誦隊不負眾望，把《目標》

這篇散文唸得既齊整又有氣勢。終

於，贏得了第六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三、四年級組男女集誦項目的冠

軍，真是可喜可賀！

中文朗誦隊

普教中「小練筆」計劃

本校從2003年開始推行普通話教中文課程，今年已

是第六年。學校重視拼音教學，學生從低小的朗讀訓練開

始，感悟文章之美，累積字詞以致可以寫出意思完整的句

子。小四至小六階段，重點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並在課

堂中進行讀寫結合的「小練筆」活動，幫助學生建立一個

良好的寫作習慣。右方是六年級學生家長的心聲。

看看女兒日漸成長，當初的害羞、內歛的態度已不復

見，現在的她已是一位開朗、有自信的女孩，我倆更能確

定，這次的選擇以普通話學習中文是絕對正確了！真感激學

校裏的普通話班老師，黃燕主任的教學奠定了我女兒的根

基，標準的發音，認真的態度；梁麗顏老師則培養她的學習

興趣，提升她的寫作技巧和能力，循循善誘地教導她學習語

文，老師們對學生的無私付出，就仿如母親的大愛！

6A 譚泳杏家長 梁綺雯女士

本校綜合生活教育科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之「中華文化‧中國心」

計劃，為期兩年。這計劃配合學科教學及組織多元的學習經歷，讓學生認識優秀的中華

文化，同時培養其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及責任感。本年度，我們以「中國少數民族」

作為主題教學，同時揀選十五位同學成為本校文化大使，擔任校內中華文化推廣的責

任，在校內宣揚文化訊息。他們除了於放學時段接受校內培訓外，還會分批參與校外工

作坊以及前往長洲進行考察活動，與其他參與計劃的同學一起認識瑰麗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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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圖書組

數學科
專業交流　力求進步

本學年學校再次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建立數學科

學習社群計劃」(MPLC)。葉宇翔老師更代表學校於2009

年12月3日至5日到廣州三所小學進行教學交流，是次旅程

使葉老師獲益良多，右方是他的個人感想及得著。

在三所小學分別觀了三節出色的課堂，學生的表現都十

分良好。學生上課積極主動，老師也有足夠的機會去表現自

己，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內地的學生很能運用數學語言表達

自己的看法，以及總結有關的觀點，並能作出有數學意味的

結論。我相信內地老師一定用了很長的時間去指導學生學習

數學的知識。反觀香港的學生，即使中學生亦未必能夠解釋

數學的概念及原理，國內教學着重數學清晰的概念、能準確

運用數學名詞，這都使我嘆為觀止。

最後，希望我能將以上的經驗與我的同工分享，並一同

努力為李兆基小學，建立一個有系統、有遠景、有理想的數

學科學習社群，從而令我們的學生真真正正喜歡數學。

葉宇翔老師

學生讀書會

「學生讀書會」的對象是三年級的同學，由四年級的同學當組長，每組

有老師及家長從旁指導閱讀，讓讀書會的運作更具條理，同時更具有家長與

大哥哥大姐姐伴讀的功效。本年度，我們很高興能邀請到Ming姨姨、惠姨姨

及柯姨姨擔當閱讀大使，共同指導及帶領同學進行閱讀。在九月份及十月

份，同學便閱讀了以「環保」為主題的文章：如《水從何處來》及《珍惜用

紙》，閱讀文章後，同學更以舊的圖書為材料，製作出一本屬於自己的「環

保」圖書呢！

故事媽媽講故事
本校舉辦「故事媽媽講故事」的目的是希望推動家長伴讀的風氣、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提升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這個活動的對象為

小一至小三的同學，參加人數約有30人，出席的同學均可獲得普通話積

分簿蓋印兩個以示獎勵。在九月份及十月份，同學便聆聽了《貪心的貝

貝》、《天才兒童小熊貓》及《比利尋母記》等故事，學習到誠實、謙

虛及親情的重要性。當同學聆聽完故事後，故事媽媽會就故事內容以普

通話提問同學，若同學能正確回答問題，故事媽媽便會送上一份小禮物

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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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體育科 欖球隊
本校欖球隊於2009年12月7日參加了在京士柏運動場舉行的2009-10小學學界非

撞式欖球錦標賽，本校成績斐然，在當日共三項的女子組賽事中，再次成功擊敗多支

國際學校隊伍，奪取了女子甲組冠軍、女子乙組冠軍及女子丙組亞軍。

另外，本校6D葉仲羚、5B李曉嵐及4E張碧月分別獲頒發女子甲組、女子乙組及

女子丙組的「最佳球員」。

女子甲組冠軍

女子乙組冠軍

全隊合照

女子丙組亞軍

女子丙組最佳球員-
4E	張碧月及家長

女子乙組最佳球員-
5B	李曉嵐及家長

女子甲組最佳球員-
6D	葉仲羚

創意科藝工程創意科藝工程
本校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小組，	目的是建立學生發展科技潛能、創意思維、批判思維及團隊合作精神。今年，本

校挑選了二十位學生參加了《香港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FIRST	 	LEGO	League	 (FLL)是一個國際性的比賽，參賽學生需要

進行專題研究和親手設計機械人來應付各項挑戰。

今年本校更獲戴爾電腦公司贊助約港幣三十萬元推行設計及搭建機械人活動，包括購置機械人組件、接受香港理工大

學及有關機構的培訓及選派代表前往上海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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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視藝創作展(2008-2009)
本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小學生視藝創作展(2008-2009)，目

的是展示及表揚學生的藝術創作成果。本校共有6件主題為「海洋

世界」的作品獲選展覽，另外，6B 郭悅悦彤和去年畢業生6D盧明慧

同時獲得優異獎。這次的展覽已於去年在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平台WP01室展出。

擴闊學生對視藝觸覺 
讓學生有多元化的視藝體驗

擴闊學生對視藝觸覺 
讓學生有多元化的視藝體驗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入圍作品及獲優異獎 6B 郭悦悅彤

入圍作品 6C 江嘉晞

入圍作品 6E 王姿穎 何麗喬 徐妁兒 林恩淇

入圍作品及獲優異獎 6D 盧明慧(2008-2009年度畢業生)

入圍作品 6E 袁浚明(2008-2009年度畢業生)

入圍作品 6E 郭愛恩(2008-2009年度畢業生)

《香港青年協會徐悲鴻藝術空間》

藝術通識講座

徐悲鴻大師 ─ 我國藝術界的傳奇人物，世界美術史上的

一代宗師。為弘揚徐悲鴻的藝術修養與美學精神，推廣我國傳

統美術文化，香港青年協會喜獲徐悲鴻藝術委員會授權，成立

《香港青年協會徐悲鴻藝術空間》，攜手推動美術教育，傳承

徐悲鴻藝術理念。本校五年級學生於11月7 日獲邀出席這個藝

術通識講座，學生可近距離欣賞徐悲鴻先生的瑰麗墨寶，以了

解中國藝術文化。

香港2009東亞運動會「創造傳奇一刻」壁畫創作

東亞運動會為亞洲體壇四年一度的盛事，為響應及支

持這項盛事，本校學生於10月31日參加了由香港2009東亞

運動會元朗區活動工作小組主辦，元朗民政事務處、香港

青年藝術協會協辦及元朗區議會贊助的「創造傳奇一刻」

壁畫創作活動。本校學生在藝術家的指導下，以小石子及

瓷磚拼砌出一幅富有東亞運動會

及元朗特色的馬賽克壁畫(5呎x 10

呎)，並在元朗橋樂坊政府合署大

樓地下外牆作展覽。

「Cinderella英語音樂
劇」「Cinderella英語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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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erella英語音樂
劇」「Cinderella英語音樂劇」

本校的「Cinderella英語音樂劇」已於2009年9月12日假元朗劇院演藝廳成功公演，為本校十周年的慶典揭開序幕。

「十周年校慶英語音樂劇」由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伉儷、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易悦鳴博士、葉殿恩校監伉

儷、蔡張杭仙校董、潘鎮球校董、趙惠芹校董、何永昌校董、本校上任蔡婉英校長及現任羅煦鈞校長主禮。

當日共有兩場演出，下午場的公演，讓同區幼稚園及本校低年級同學及家長到場欣賞，反應非常熱烈。而晚上場次除了

有本校高年級同學及他們的家長到場欣賞外，更吸引了200多位本校聯繫中學李兆基書院師生到場支持。全場座無虛席，掌

聲不斷。

各位Cinderella音樂劇的小演員：

首先恭喜你們音樂劇演出十分成功！無論你是灰姑娘、王子、

後母、姐姐、仙女或是一隻小老鼠、村民，相信你們每一個都是帶

着一個顆興奮和喜悅的心回家，相信一幕一幕的演出片段必定不斷

浮現在你們的腦海裏。	

要在幾個月裏準備一場這麼大型的演出，實在不容易，當中

又遇上因為流感而停課的問題，期間曾一度暫停所有綵排。可是，

你們願意利用課後的時間，甚至暑假的大部份時間回校綵排，當中

必定有很多難忘的回憶。等候與綵排的時間總比正式公演的時間還

要多，但這正正是準備一場大型演出必須經歷的過程。但在這個活

動中，讓我體驗到團體精神、耐性及尋求進步是相當重要的成功元

素。

最後，希望各位小演員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回憶，珍惜這個難

忘的演出時間。
音樂劇統籌

許碧茵老師

音樂劇的小主角接受星島日報陽光校園及Goodies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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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受
3A盧嘉慧	Natalie Lo
我不但可以在這個音樂劇中擔當主角，又可以認識很多朋友，我感到很開心。

3A	黃詠琳	Wong Wing Lam
Hello, I am Wing Lam. I am very happy. Today is a very happy day for me because I am taking 
part in this musical.

4A	廖曉怡Liu Hiu Yi Phoebe 
我很有興趣參與這個音樂劇，因為它可以提升我的英語能力，我覺得十分開心。

5A	盧文樂 Lo Man Lok 
In this musical, I made many new friends and I learnt many new English words. So, I am very happy and I can play the character.
5C	林風然 Lam Fung Yin
參與這個音樂劇，是我第一次在台上表演，它為我留下美好回憶，還有，

在這次音樂劇中，我學會了很多英語，雖然我的對白不多，但我會努力把

它唸好！

5E	歐箐箐	Au Ching Ching
我很開心，因為既可以在這個音樂劇裏認識很多朋友，又學會很多英文，

我感到很難忘。

5E	鄧芷晴	Tang Tsz Ching
In this musical, I am very happy. I am very proud to be one of the 
performers in the show. I have made many friends.

6A	曾煒瑤	Tsang Wai Yiu
I am Iris. In this musical I have made new friends. I am very happy 
because I learnt more English. I feel this musical is very good and 
interesting.

6A	馮凱瀅	Fung Hoi Ying
I am Helen. I think this musical is very interesting. I am happy and 
enjoy this musical. I made some new friends. I have learnt some new 
English words.

6E	楊詩詠	Yeung Sze Wing
I am very proud that I can perform in the musical. I am more 
confident to speak English and I met many friends. Performing on 
stage is not easy, but I enjoy it very much. I wish the show will be a 
big success.
Many thanks to the teachers, Miss Ng, Miss Hui and my family.

6E	秦熲恣	Chuen Win Gi
I think this musical is good to learn from and a good play. We learnt 
more English. This musical is not easy to perform, but we are hard-
working and it will be a success.

Sunday Smile RTHK

Sunday Smile RTHK

劇照劇照

音樂劇成功公演後，其中三位小演員4A廖曉怡、

4B洪倩婷及6E秦熲恣獲香港電台第三台邀請，在10月

18日的Sunday	Smile英語節目中接受訪問。

Sunday Smile 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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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al Monkeys
本校的Musical	Monkeys於2009年12月15日到區內幼稚園探訪及表演，包括有天頌幼兒學校、翰林幼稚園、佛教慈

光幼稚園，節目有唱歌表演、互動唱遊、問答遊戲等，一起分享聖誕的信息。

另外，Musical	Monkeys於2009年12月19日晚上到翠湖居為其聖誕亮燈儀式及歡樂聖誕

夜作表演。當晚場面熱鬧，不少居住於翠湖

居的同學、家長及校友亦到場支持。

「澳洲 All Hallow’s School 合唱團到訪音樂會」表演

本校十分榮幸獲澳洲	All	Hallow’s	School合唱團及弦樂團於2009年12月8日

到校探訪，並與我們的學生合辦了一場音樂會。	All	Hallow’s	School是澳洲昆士

蘭省布里斯本的一所著名學府，其合唱團曾經多次於不同場合公開演出。當

日出席欣賞的家長及同學共250多人。

學生心聲

在這次音樂會，我既可以跟澳洲 All Hallow’s 

School合唱團一起表演，也可以欣賞到合唱團及弦樂

團的演出，真的感到很榮幸。在這次交流活動中，我

認識了兩位新朋友。雖然我們是新相識，彼此傾談的

時間也很短，但我現在很掛念他們，希望再有機會看

到她們的演出。

6D 莊巧儀:

音樂科

「香港聖樂團–<<繽繽紛紛平安夜>>聖誕音樂會」

香港聖樂團於2009年12月17日假香港文化中心公演一場<<繽繽紛紛平安夜>>音樂會。是次音樂會聯同新加坡國際

學校合唱團、香港兒童合唱團一同演出，更有香港弦樂團現場伴奏。而本校手鐘隊再次被邀請為表演嘉賓並與香港弦樂

團合作伴奏，5E	歐箐箐同學更擔任聖誕歌曲大合唱中的童聲獨唱。整個音樂會得到陳永華教授及各界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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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學習策略

「一磚一瓦建亞洲2009」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青年協會聯同香港設計大使把「一磚一瓦建亞洲」這個創新的活動引進香港，活動旨在鼓勵學

生發揮創意，並建立都市規劃意識。今年，「一磚一瓦建亞洲2009」更見規模，共邀請20所小學參加，本校派選20位

學生代表。活動當天，學生在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助教及學生的指導下，以樂高積木建設出他們夢想的西九龍文

化藝術區。

活動過程中，同學們遇到不少的難題，例如砌積木的時間較緊迫、場地空間不足等，但他們仍能發揮合作精神，

克服種種的挑戰，把他們的意念與設計結合，成功建設出他們眼中的西九龍文化藝術區！

本校四寶文化提倡「參與」，在學與教的範疇中，特別強調「學習就是參

與」。在李兆基小學的課室裏，我們要求同學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主動學習，把知

識有效地建構起來。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會應用合作學習的策略和組織圖，引導

學生參與小組活動。

為了讓學生有效運用合作學習策略和組織圖，及使家長對這些學習方法有所了

解，學校製作了「校本學習策略指南」，供同學和家長參考。這本小冊子內介紹了

老師們在課堂中常用的合作學習策略及組織圖，同學和家長可以隨時翻閱，同時在

家中作好課前準備或完成學習任務。

兆基新成員  駐校社工梁詩恩姑娘

大家好，不經不覺已經來到李兆基小

學這個大家庭三個月的時間！我是社工梁姑

娘，與廖麗英姑娘一同服務李兆基小學的同

學。不要單單看我的樣子，好像弱不禁風！

平時，我最喜歡運動和遠足。每個星期一、

三及四，我都會在李兆基小學駐校，希望有

機會與大家一起傾談及玩樂！

我主要負責成長的天空計劃，這個計劃

主要給四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他們被選為

「抗逆大使」。在訓練過程中，他們要學習

「情緒管理、社交能力、解決問題、訂立目

標及建立樂觀感。你們一起看看他們活動的

情況吧！
我地個組一齊合照我地唔出聲都可以溝通到呀！

個個都爭住舉手答問題我已經成為抗逆大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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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度 校外比賽龍虎榜語文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9/2009 「給國家主席的信」一人一信計劃 5D黃鍶慧 優異獎

10/2009 「東亞運動齊參與」標語創作比賽

6E鄭			聰
6E馮詠欣
5E鄧芷晴
5B郭慧欣
5B林詠如

4B歐陽善勤
5A盧文樂
6A葉浩然
5D梁凱淇
5D彭湘瑩

入圍獎

28/11/2009 2009元朗區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3A	熊婉希 小學中級組銀獎

第6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3B鄧釗嬅
3A黃詠琳
英語集誦隊（代表學生）
粵語集誦隊（代表學生）

英語獨誦（季軍)
英語獨誦（亞軍)
英詩集誦（季軍）
「三四年級男女子合誦」冠軍

數學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31/10/2009 第二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5D陳子健
5B郭慧欣
5E林嘉俊

5B黃文樂
5B黃逸濤
5B黃其翎

5C黃浩文
5E李俊希

團體三等獎

音樂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級別/學生 獎項 級別/學生 獎項

22/11/2009 2009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歌唱比賽

3A	黃詠琳
3A	盧嘉慧
3A	熊婉希
4A	郭子欣
4A	周瓊玉

銅獎
銅獎
銀獎
金獎
銅獎

4A	廖曉怡
4B	邱子頴 悦
5D	黃詩霖
5E	歐箐箐

銅獎
證書
證書
銀獎

5E	鄧芷睛
6A	葉浩然
6A	馮凱瀅
6D	莊巧儀

銀獎
證書
證書
銅獎

28/11/2009 2009元朗區兒童普通話歌唱比賽 3A	熊婉希 小學中級組銀獎

體育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12/7/2009
ADSC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李紫紅老師生日舞會暨香港公開錦標賽」

3A熊婉希

兒童拉丁女舞JIVE亞軍

2/8/2009
業餘香港體育舞蹈協會
「全港職業新星盃標準及拉丁舞公開賽」

兒童拉丁女舞雙項季軍

22/8/2009 2009「IDTA盃」香港國際體育舞蹈公開賽
牛仔舞（第1名）、女子獨舞牛仔（第2名）、
拉丁舞雙項、三項、倫巴（第3名）

27/9/2009 第一屆陽光盃體育舞蹈公開賽（8歲以下拉丁舞） 單項亞軍、雙項亞軍、三項亞軍

10/2009 屯門體育會「六十周年國慶盃」舞蹈比賽
Children	 solo	 jive（第1名）、Children	 jive（第1名）、
Children	grade	C（第1名）、
Children	grade	D（第1名）

14/10/2009 第13屆嘉湖盃羽毛球比賽

6A嚴子健

男子單打冠軍

2009-2010

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 元朗區代表（09年4月-10年3月）

元朗區羽毛球公開賽 兒童組（男子單打）殿軍

中銀香港羽毛球銅章考試 合格

恆生乒乓球學院銅章考試 合格

7/12/2009 2009/10小學學界非撞式欖球錦標賽(上學期) 40人

女子甲組冠軍、女子乙組冠軍、女子丙組亞軍
女甲最佳球員：6D葉仲羚、
女乙最佳球員：5B李曉嵐、
女丙最佳球員：4E張碧月

視藝科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31/10/2009 2009東亞運動會「創造傳奇一刻」壁畫創作活動

5A梁琇婷
5A盧文樂
5A蔡桐桐
5B關慶源

5B林詠如
5B杜碧琪
5C盛靜雯
5C曾棹鈮

5D彭湘瑩
5D黃鍶慧
5E張晴茹
5E鄧芷晴

表揚證書

24/11/2009 環保聖誕樹設計比賽
6C戚珈晞
6C盧曉雪
6C曾浣鈴

亞軍
優異
冠軍

4/12/2009 2009國際天文年-全港小學校際美術創作比賽 積極參與大獎（季軍）

其他

日期 活動 級別/學生 獎項

2009-2010 第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6B郭悅彤 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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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度第一學期評估成績排行榜

科目 名次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中
文

第一名 1A	吳惠琦 2B	黃美婷 3C	鄭澤浩 4A	郭子欣 5E	鄧芷晴 6B	李灝民

第二名 1C	李子聰 2C	蔡沚蔚 3A	羅廸佟 4B	馬逸菲 5E	林嘉俊 6E	鄭爗聰

第三名 1C	梁瑩瑩
2A	李懿斐
2B	陳巧錡

3C	蕭彥寧 4D	李仁龍
5A	盧文樂
5C	劉曉嵐

6E	何旨然
6E	林恩淇
6E	徐妁兒

英
文

第一名
1A	黃穎屏
1B	鄭可澄

2A	鍾卓熙 3B	鄧釗嬅 4B	馬逸菲
5A	翟梓暘
5B	黃曉雯

6E	楊梓康

第二名 --- 2B	陳巧錡
3B	梁詩嬅
3B	符泳芝

4A	郭子欣 --- 6E	黃知行

第三名 1A	黃洛馨 2A	李忠信 --- 4B	譚尚子 5C	劉曉嵐 6B	郭富恩

數
學

第一名

1B	盧家健
1B	陳嘉曦
1C	陸文進
1C	李子聰

2A	林雅儀
2B	陳楚琪

3B	梁詩嬅

3C	鄭澤浩
4B	麥偉鍵 5B	黃曉雯

6B	李灝民
6E	林梓鴻

第二名 --- --- ---
4A	郭子欣
4B	馬逸菲

5A	梁琇婷
5A	翟梓暘
5A	盧文樂

5A	譚				藝
5D	陳子健
5E	林嘉俊

---

第三名 ---
2A	李穎汶
2B	黃美婷
2B	盧國韜

2B	羅卓喬
2C	蔡沚蔚

3C	蕭彥寧 --- ---

6A	嚴子健
6B	吳    欣
6B	郭悅彤
6B	郭富恩

6B	羅兆良
6E	林恩淇
6E	盧家朗

綜
合
生
活
教
育

第一名 1A	黃穎屏
2A	馮竣傑
2B	黃美婷
2C	蔡沚蔚

3A	黃誠杰
3B	符泳芝

4A	郭子欣 5E	鄧芷晴
6A	黎文龍
6B	郭富恩

第二名

1A	吳惠琦
1B	何柏錡
1C	李子聰
1C	梁瑩瑩

--- --- 4B	馬逸菲
5A	梁琇婷
5A	盧文樂

---

第三名 --- ---
3A	梁煦媛
3A	陳榮洛
3A	趙家鎮

4A	黃王禧
4C	吳權峰

---
6E	何麗喬
6E	林恩淇
6E	鄒輕雲

鄧浩然老師的千金子喬(左上)以及陳凱盈老師的孿生女兒(右上)
Jasmine及Vivian同於10月19日誕生了，真是可喜可賀！

本校行政主任何美玲弄瓦之喜，女兒黃家樂於2009年
10月24日出生了。恭喜！恭喜！

黃淑賢老師於2010年1月2日結婚了！真的很甜蜜！

黃愛雲老師於2009年11月21日結婚了！恭喜！恭喜！

兆基喜訊兆基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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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委員離任心聲

教師委員

時光飛逝，不經不覺，本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的任期已於十二月屆滿。回顧過去兩年，我和各執

行委員都積極落實本會宗旨，作為學校與家長溝通的一道橋樑，家長教師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我

們籌辦了很多大小不同的活動，當中包括：講座、親子聯誼活動、由家長帶領的興趣班、向本區一些商

戶 悦爭取購物折扣優惠和家長意見收集聚會等。在此，我非常感謝各位執行委員所作出的貢獻。每次活動

均得到家長的支持，這正是我們推動家校合作的一股重要的動力。有了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得到進步。

期望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也能夠秉承家長教師會的服務精神，為家長和同學爭取更多福利，安排更

多的親子活動。當然，家長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請各位家長踴躍參與本會的各項活動，讓大家攜手合

作，為本校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使大家的子女健康快樂地成長。

許志民主任──副主席

不經不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快將成立，本人在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也快將結束。回顧過去兩年和各委

員互相合作，實在讓我獲益良多。祝願下一屆家長教

師會能繼續發揮家校合作之精神，為學生締造一個愉

快的學習環境。

李鳳玲老師──司庫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快將成立，同時代表本人在家

長教師會工作的結束。這兩年的工作，實在讓我獲益

良多，在此感謝各委員的付出。期望下一屆各委員能

繼續發揮家校合作之精神，為學生創造一個和諧的成

長環境。

鄧浩然老師－康樂

新一屆家教會即將成立，雖然我離任在即，但作

為老師，無論是否家教會委員，也時常以學生為本，

以家長為合作伙伴。願新一屆的家教會各委員能通力

合作，為學生締造一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許碧茵老師－康樂

作為老師，從來都是從老師的角度來看學生

的學習態度，來期望家長應如何與學校合作。但

自從我的小孩入讀小學後，才真正體會到為人父

母的責任是如何的大，父母肩上的擔子是如何的

重。入學讀書的雖是孩子，但對父母來說又何嘗

不是一種學習呢？現在，對學生的學習仍堅持着

高要求，但對家長們卻多了一份同理心，多了一

份體諒心。在參與家教會的工作中，我看見一群

熱心的家長委員在原來的工作之外以自身的行動

為孩子建立好榜樣，以實踐的方法來履行「家校

合作」的理念，真的非常感動。期望來屆的委

員，所有的家長及老師們，能繼續為我們的學

生，為我們的孩子付出真誠，讓我們共同努力，

達致「家校合作，培育幼苗」的理想！

黃燕主任－秘書

參與家長教師會多年，曾經與很多家長一起合作做事。我深深感受到家長無私的付出，他們盡心協助

會中各項事務，踴躍參與，熱心投入作出貢獻，真的值得表揚。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並祝李兆基小

學家長教師會愈辦愈好。

李艷娟老師──總務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快將成立，期望隨着新

委員的加入，各家長能繼續發揮家校合作之精

神，為學生創造一個美好的環境，讓他們能快

樂地成長。

張翠蓮老師──總務

第五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會訊

13



HK$ HK$

收入項目

    會費收入 :  $20 / 人 X 627人 12,54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餘款 2,495.20 

    存款利息(至21/6) 18.75 15,053.95 

減 : 支出項目

家長茶聚20/12 113.40 

感謝卡：家長委員馬惠華女士離任 12.00 

教師團隊表揚橫額 340.00 

己丑年新春團拜墊支 2,201.80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125.00 

馬賽克興趣班墊支 95.00

親子一日遊墊支 5,290.00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書券46張 4,600.70 

會訊印刷費(第九、十期) (註一) 4,725.00 17,501.40 

本期盈餘∕﹙透支﹚ (2,447.45)

承前盈餘∕﹙透支﹚ 34,528.20 

帶後盈餘∕﹙透支﹚ 32,080.75

註一：家長教師會支付四分之一的費用。 

備註：由於人類豬流感的緣故，08-09年度的「親子一日遊」的活動
已延至 09-10年度9月27日進行。由於該活動之費用已在08-09年度支
付，故此「親子一日遊墊支」會在 08-09年度結算。 於9月27日後若
有該活動相關之收入或支出，將會在09-10年度入數。

2008-2009年財務報告  (由 01.09.2008至 31.08.2009)

時間過得很快，兩年的任期快將完結。在這兩年間，使我明白

到教學是一種艱巨的使命。無論家長或老師們都盡心盡力地協助每

個小朋友健康地成長。雖然有時會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有一些誤

會，但老師和家長的心是一致的，希望小朋友無論在學校或是家庭

中都能在愉快的環境中成長。

家長委員

樊文堅女士──主席

時間飛逝，轉眼間將近兩年了。兩年的委員職務快將完結，我

的心情既帶有點滿足感，又帶點失落。在我的腦海中，不斷地懷緬

過去與委員和家長在會議及活動中的種種景象，真令我懷念。

在任期間，我體會校長和老師每天都在盡心盡力地培育學生，

我也希望自己能為學校盡一點力，以回饋學校對我孩子的悉心教

導。在來年，我將會再參選新一屆家教會委員選舉，希望可以繼續

為家教會效力。

王淑儀女士──司庫

大家好，能夠為家教會服務是我的

榮幸。雖然只是兩年時間，但是卻與各

位家長及老師委員建立了一份友情。可

以的話我會繼續參與家教會工作，但因

事務繁忙未能參加來屆家教會選舉，希

望新一屆家長委員和老師合作愉快。

鄺玉蓮女士──秘書

一轉眼，在家長教師會服務了兩年，我的小孩也長大，並升讀五年級。我很高興能陪着他和一群莘莘學子一

同成長。我是一名標準的家庭主婦，心裏只是想着如何照顧好家人，如何督促兒子的學習，如何安排他的課餘活

動，如何為他平衡緊張的讀書節奏和快樂的童年生活。我把我的想法、對學校和老師的期望帶到家長教師會，希

望透過各種活動，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氣氛。兩年的付出，得到了回報，因為我看到了兒子在學習上的進步，

最重要是他喜歡上學，喜歡讀書。

姚嵐──總務

我能夠再次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

感到十分高興。在過去兩年，使我加深

了對學校的了解；而我們舉辦過及參與

過的活動和講座，更是令我非常難忘。

希望在將來的日子，教師和家長可以繼

續攜手合作，建立一個快樂的校園。

張潤添──康樂

15.
2009年3月21日

增悦你的子女記憶方法講座

16.
2009年3月

馬賽克興趣班

17.
2009年5月15日

認識皮紋性格學講座

18.
2009年6月25日

校服回收

19.
2009年7月

第十期家教會會訊

20.
2009年8日28日

向小一新生家長簡介會務及推廣

21.

2009年9月27日

挪亞方舟「珍愛地球館」 、
馬灣大自然公園、再生能源基地、
錦田樂園、悅來酒店自助餐親子一日遊

22.
2010年1月

第十一期家教會會訊

2007-2009年度工作報告

第五屆委員離任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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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舉行日期 活動名稱

1. 2008年2月23日(六)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 戌子年新春團拜戌子年新春團拜

2. 2008年4月 集體購物優惠

3. 2008年4月19日及2008年12月 家長茶座

4. 2008年6月20日(五) 「家長學習過濾軟件工作坊」

5. 2008年6月21日(六) 「如何教導孩子時間管理」家長講座

6. 2008年6月22日(日)
親子活動山頂凌霄閣、赤柱、懲教博物館、南蓮園池、
東方富豪酒店自助餐美食親子一日遊

7. 2008年6日23日(一) 「LEAD創意科藝體驗半日營」

8. 2008年6月25日(三) 校服回收

9. 2008年7月 第八期家教會會訊

10. 2008年8月下旬 向小一新生家長簡介會務及推廣

11. 2008年12月 升中觀校日

12. 2009年1月 第九期家教會會訊

13 2009年2月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14. 2009年2月 集體購物優惠

第五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
2007-2009年度工作報告

「參與」是學校四寶文化之一，除了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以擴闊眼光，學校亦重視家長的參與，致力

推動「陽光學堂」家長教育，提供一系列的親職教育講座，提升家長管教效能，從而強化親子關係。

在本學年，「陽光學堂」家長教育課程來了一個革新，從以往以講座為主，改為以家長興趣班形式推行。透過家長

興趣班，我們期望凝聚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建立家長的正面價值觀；促進親子關係以及擴濶家長支援網絡。在十一月

十九日，我們進行了第一堂興趣班－「天然香薰唇膏」。在註冊香薰治療師的指導及示範下，廿二位家長一同製作天然

香薰唇膏。就觀察所見，家長們都投入活動，用心記下不同材料的用途及功效，且仔細挑選自己喜歡的香薰精油。在製

作時，家長們小心翼翼地按照導師的指示，量度份量及混合材料，至完成後，大家拿著自己的製成品時，臉上都掛上興

奮雀躍且滿足的笑容。從問卷結果所見，家長們對是次活動感到滿意，認為有助促進家長的聯繫及學習掌握製作唇膏的

技巧，從中獲得很大的滿足感。

在十二月九日，我們將開辦第二堂家長興趣班──「天然面霜D.I.Y」親子班，以親子形式製作天然面霜。其他的

興趣班資料，可參閱下表及相關通告，我們期待您的參與！

駐校社工　廖麗英姑娘

時間 活動內容

19/11/2009 (四) 天然香薰潤唇膏

09/12/2009 (三) 「天然面霜D.I.Y」親子班

02/2010 新春小手工

04/2010 樂造復活蛋

06/2010 齊來包粽子 香薰治療師何德萊小姐 導師學員齊合照

「家長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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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榮路11號             電子郵箱：lskps@hkfyg.org.hk

電     話：24481011                                          學校網址：www.lskps.edu.hk	

香港青年協會
HKFYG LEE SHAU KEE PRIMARY SCHOOL

李兆基小學

第十一期會訊

二零一零年一月
2007-2009年度   第五屆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會員大會及選舉情況
本校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十

時正至十一時，於本校四樓禮堂舉行了會員大會及新一屆選舉大

會。當天早上除報告了第五屆家長教師會之兩年工作報告及財政

報告外，還進行了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會員選舉。

當天共有112個會員單位出席，當中有106個單位對候選委員投

以信任票，一票為廢票。在此，多謝各位會員蒞臨支持。

第五及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

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點票情況

顧　問 校長 司　庫 王淑儀女士 葉宇翔老師

職　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康　樂

林國婷女士 譚澤森老師

主　席 莫偉民先生 / 柯春燕女士 李毅堅主任

副主席 / 張偉文主任
總　務

姚				嵐女士 陳曙煌老師

秘　書 陳庭惠女士 黎嘉慧老師 梁穎儀女士 蘇玉萍老師

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親 子 一 日 遊 鑒於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本港爆發，本校家長教師會原定於2009年6月28日舉

辦之挪亞方舟「珍愛地球館」、馬灣大自然公園、再生能源基地、錦田樂園、悅來酒店

自助餐親子一日遊亦告延期，最終於2009年9月27日(星期日)重辦上述活動。活動當天，本校家長、學

生及教師共約240人參與活動，反應踴躍，透過是次活動，不但加強家校溝通，更同時增進家長及子女間的感情。

齊來影張大合照

餵小羊	 撈金魚 採地瓜 師生合照

��


